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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

江口圭一

一、序

1925年 11 月 22 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攘州举兵倒张作霖，率

大军向张的大本营奉天进击。当时，为攫取北京中央政权，中国

军阀之间纷纭复杂的争斗仍在继续着，郭松龄的起兵，意味着这

场争斗的新发展。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详军阀分裂为依附英、美帝国主义的

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依附日本帝国主义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

系。北京中央政权由段祺瑞把持。以奉天为大本营的张作霖与日

本帝国主义相句结，成为中国东北最强大的势力。 1920年，追随

冯国璋的直系军阀曹银、吴佩孚等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夺取了

北京中央政权。这种局面进而加剧了一心想往关内扩充势力的奉

系与直系的矛盾，并终于导致了1922年 4 、 5 月间第一次直奉大

战。结果，奉系战败，被逐出关外。翌年 6 月，曹键就任大总

统。 1924年 4 月，隶属直系的江苏省督军齐鸳元与隶属奉系的浙

江省督军卢永祥开战。奉系与皖系缔结了反直联盟，以这场江浙

战争为序曲，于 9 月 18 日拉开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帷幕。直奉两

军在山海关附近激战。正当战局的进展有利于直军之际，隶属直

系的冯玉祥于10月 23 日倒戈，发布国民革命宣言，在直军的身后

径入北京城。于是直军全线崩溃，曹馄被囚禁，吴佩孚败走武

汉。反直联盟的胜利，使皖系的段祺瑞得以卷土重来，组成了临

时政府。此时，张作霖不仅巩固了他在满洲的地位，而且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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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隶〈天津〉、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将其势力探伸至上海

一带，并给他的僚属分封了地盘E 张宗吕一一山东、杨宇霆一一

江苏，天津先后被封给了卢永祥和李景林。与此相应，冯玉祥的

国民军占据了直隶省的一部分 (;:11:京)以及问jýj、察哈恒、 115IhI

等中国的 rffi北地区。

然而就在北方军阀如此无休止地争夺北京中央政仪之际，五

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了急剧的发展。 1921年 ~1 t 国

共产党成立。 1924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

作，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以广东为根据地，进一步扩

大了它的影响。冯王祥的倒戈，肯定也足受到了这个发展着的革

命运动的影响。 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此后发生的激烈的反帝斗

争，把中国革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反帝的民族主义汹捅浪潮吸引着中国人民，使他们投身到斗

争中来，这就进一步壮大了反对张作霖的潮流。此外，根据华盛顿

会议协议，中国关税会议定于1925年秋季在北京召开，这件事促使

各派军阀之间展开更加激烈的争斗。去议的结果，吁以料到，增

收关税将成为争斗的目标。因此，各派系加紧了攫取北京中央政

权的活动。 10 月 16 日，浙江省督军孙传芳组织联军，点起了反奉

战争之火。尔后，吴佩孚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便就任"讨

逆联军总司令"，开始向奉军发起进攻。奉军节节败退。这期

间，在西北地区，自五卅事件以后革命色彩越米越浓的冯主祥的

西北国民军与奉军的矛盾加深了。冯的国民军从侧面威追奉军，

作出呼应反奉的架式。两军在加紧备战。段棋瑞政府对即将举行

关税会议之际日益陷入大动乱之中的政局感到惶恐不安， 15J 丽j 谋

求冯、张之间的妥协。双方在段祺瑞政府的居间调停下进行了和

平谈判。时局虽然一时缓和下来，但并没有消除双方的对立。张

作霖任命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长，拨给他 7 万最精锐的奉军，

在棋州设置司令部以对付国民军。张学良时而回奉天，第三方面i

军遂由副军长郭松龄代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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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举车儿子全部)1'拔到关内，奉天的防守极为空虚之际，郭

松的趁机举兵倒戈。看来虚弱的张作霖败亡是确定无疑的了。然

而倒戈却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即12月 23 日，郭军投降，郭松龄

遇害。

当时在日本，护宪三派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已连续担任加

藤i与明内阁的两届外相。众所周知，币原标榜对中国内政实行不

「部主义，但使胜利在即的郭松龄的倒戈受挫，最终给张作霖带

来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币原所阳"协调"外交幌

子下进行的干涉和对张作霖的援助。这个事件的有关材料主要米

自己公开的外务省记录《关于反奉系的纷乱》中所附臼井胜美的

文章叫币原外交}备忘录)) 0 (<<日本历史》第126号， 1958年。〉

另外，于井情→最近所著《日 本的百年 5 在震荡中摇晃》

0962年〉一书也谈及这个事件。本文的课题革以旧军部有关重

要文书为资料，通过对倒戈手llf涉过程的反思，以探讨对币原

"协调"外交的评价问题。

二、倒戈的性质

关于郭松龄倒戈的动机，布施胜f台在《中国国民革命与冯

玉祥)> (1 929年) --=l~中写道 z 郭松龄得到张学良的信任，掌握

了张学良所黯奉军的实权。前几年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他率军

在山海朵与某佩手指挥的直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功卓著。但

在战争结束后，他的部将们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都得到了分封的地

盘， íúj他本人士jJ没有得到任何赏赐。为此，他对张作霖的赏罚不

公非常不捕。力11之在1925年秩，部松龄作均奉军代表赴日本参观

陆军大旗斗时思想受到震动，这就ill一步增强了他对保守顽固的

张作霖及其周围守旧派的憎恶。而最终使郭松龄快心举起倒张作

霖大旗的主要因素是他与国民党的接近、有明显亲苏倾向的冯玉

祥的影响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工作。冯玉祥通过使与国民军对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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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倒戈，既解除了对自己的威胁，又能实现其打倒张作霖，进而

取得北京中央政权的目的。随着与郭松龄的联盟工作的进展，双

方订立了协议，冯、郭分别于11月 20 日和24 日在协议上签名盖

章。协议的内容是: 1. 由郭松龄通电劝张作霖下野; 2. 若天津的

李景林进攻郭松龄，冯玉祥出兵征讨之; 3. 如李景林保持中立，

待战争结束后授予李景林热词都统之职; 4. 将直隶以及京汉全线

划入冯玉祥的势力范围; 5. 东三省的事务听任郭松龄全权处置，

等等。另外，郭倒戈第二年冯玉祥赴苏联访问时在莫斯科中山大

学欢迎会上所致的答谢辞，证实了如下内容z 郭松龄曾向冯玉祥

提出了 5 个条件: 1. 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 2. 建立进步的政府F

3. 实行平民政治; 4. 实行义务教育 l 5. 保护劳工。冯玉祥赞成这

些条件并签了名。(第122一124 、 150-151 页。)

协议或者条件的内容是否如 k所述姑且不论，有一点却是不

可否认的，即郭松龄决意倒戈，是其思想立场在冯玉祥和国民党

的影响下逐步转向国民革命运动所致。在倒戈之后的11 月 27 日，

部松龄向被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私人代表"身份报来的

"老相识"关东军参谋捕中佐剖露了自己的决心和抱负，他说2

"我历来所向往的唯一理想就是以利国宫民为中心的民国和平以

及世界和平。因此当时我一开始就不赞成奉军打仗，倡导非战

论。"其理由有如下 7 点: 1. "中国的内战与世界大战的夫联"。

奉、冯两军分别以日、俄为后台输入武器进行备战。因此，如果

奉、冯双方开战，也就等于日、俄开战，从而导致远东大乱，增

加世界大战的危险。 2. "以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纵观中国历

史，凡采取武力统一政策的，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银、吴佩孚

等，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最终也必将破

产，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3. "违背国民的心愿"。军阀们不顾

民心所向穷凶极恶地频繁用兵。如今中国的民众渴望和平，因

此，作为军人必须体察民心，为国民谋福利。 4. "从经济上考

虑"。目前中国在经济上、财政上都非常困难，处于濒临崩i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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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如再进行战争，就会使人民愈益陷入穷困撩

倒的绝境。 5. "从军队的实际状况看"。奉军→昧地扩充，结果

成了一伙素质低、训练差的乌合之众，一旦打起仗来则可能一触

即愤。 6. "从官兵的士气看"。由于作为兵饷的奉票贬值，官兵

的待遇明显恶化，甚至在前些年直奉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遗属抚

恤金也难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再驱使作战，官兵们即使不

倒戈也会逃亡。 7. "关于战略问题。"当奉军进攻冯军肘，若

冯军与孙传芳军配合，则必将置奉军于死地。根据上述观点，郭

提出应避免与冯作战，退到关外，放弃直隶、山东的主张。此

后，张作霖两次下达了进攻冯军的命令， {E1郭抗命不从，于是张

作霖电命郭返奉。这时如返奉，则必遭杀害无疑，情况迫使郭纬

于下了决心。郭打算一旦倒戈成功，就将军队移交张学良，自己

回乡下去。"我的理想即实行民生主义，迅速整顿交通、财政、

教育，改善劳动者的待遇，以防遏民心的赤化。人民既得安居乐

业，相信就不致被撤而趋入赤化之途。" (关东军参谋部: <<郭

松龄与捕参谋会谈纪要)) , 1925年。〉

郭松龄之强调所谓"防遏赤化"，不过是为了赢得日本的好

感。尽管他的主张是不彻底的，但显而易见也有接近国民党乃至中

国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松龄举兵反张作

霖，就不能等同于军阀间的权力之争了。况且这不仅限于郭→人

的倒戈。据前面提到的布施胜治书中所述，郭倒戈的根由是奉系

军阀内部"新派"与"旧派"的对立。马贼出身的张作霖原来的

心腹部将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向样都是马贼出身的

"旧式武将"。然而随着奉系军阀势力的扩张和兵力的强大以及

战术的进步，张作霖也不能仅仅依靠这些旧式武将， WrÎ需要那些

受过新式敦育的部将。于是，杨字霆、张学良、郭松龄等所谓

"新派的部将"就聚集在张的周围。这些新派部将与思想倾向不

间的旧报部将相互排斥，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其中也有这两

派相争的因素。例戈伊始，新派"头子"杨宇霆马上逃到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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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一时曾谋求与郭松龄妥协。其他新派将领几乎都参加了倒

戈。相反，支持张作霖进行抵抗的，主要是那些旧报将领。郭松

龄的倒戈尽管决非属于革命的倒戈，但它是在中国民族民主运动

影响之下发生的。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使军阀内部分化的作

用。

12 月 22 日，郭松龄在模州司令部通电张作霖，要求其下野，

25 日又通电各国公使，宣告如下事项: 1.进入奉天后，将继续尊

重既定条约、睦邻关系和租用关系等; 2.各国政府要严守中立，

3.在作战地区，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保护，等等。 26

日，郭将所部改名为"东北国民军"，白任总司令，并公开了与

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的同盟关系。部松龄原计划在奉天举行兵

变，逮捕并审判张作霖。为此，在11 月 23 日夜率部乘坐无灯、无

标志的火车直奔奉天。不料郭的行动引起了山海关驻军提金纯部

的怀疑，他们阻止火车前进，郭军不得已忻回原地。在奉天举行

兵变的计划流产了。于是郭挥师山海关，向关外推进。

郭松龄倒戈的消息传到奉天，空虚无力的张作霖便惊恐万

状，绝望地说"取胜无望是不消说了，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还

得去当过去的马贼。没什么指望了。"尽管他还想在连山附近利

用原有的阵地工事与郭军"决战"，但这不过是"明知挽救不了

败局，唯企望一时之侥幸"而已。(关东军参谋部((关于张郭

之战中有关中国军队的诸情况井有关该战乱的诸问题>> , 1926 

年，第 2 、 11页。以下简称什者问题>>0)

郭军是奉军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当郭军打过来时，张军斗志

全失，未作任何抵抗即告愤退。连山的战斗在12 月 5 日打响，郭

军仅仅施以炮击，张军即"仓惶败退"。张军如此匆匆败退，竟

使郭军怀疑对方是否在施行骄敌必败之计，因而在两天之内停止

前进。(同 I二，第26-28页。)郭军在连山之役告捷后，又向锦州

推进，这时，均玉麟、阙朝莹的军队为郭松龄所收买，行动迟

缓，张作相则率领地的吉林军逃回老巢去了。在此为了比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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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介绍当时巾国军阀的腐败状况，试举阐朝莹的军队为例。阙自

当马贼时起就成了张作霖的干儿子，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他虽没

有立汗马功劳，却从旅长一跃而登上了热河都统的宝座，可见他

为张作霖所信任的程度。可是当郭松龄举兵倒戈，他却不顾干爹

正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于11月 26 、 27 日驮着以收租珑

的名义搜刮来的价植 2000 万元的鸦片烟，从热河"从容不迫地

撤退"，并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到郭松龄处"请求妥协……以为

生命财产(鸦片〉之安全计"。因此，邱参谋民随着郭军一起行

动直到最后。鸦片烟 lR其部下严密地看管着， "在义县宿营之

p刑.Jhi

:行{l行1 数挺肌抢，甚至关闭了义县城门不许任何人通行等，恰如守卫

王公一般"。然而即使如此小心谨慎，还是为"马贼"所乘，在

途巾被劫走了一半。结果运到奉天的只有价值约 1000 万元的鸦

片。不仅阙朝笠如此，其"部下旅民们也都携带着价值几十万或

几百万的鸦片烟，再 F至士兵也没Ji不带着鸦片烟的〈最少的也

植200-600元) ", "这么→来， I嗣军就完全成了鸦片军，土下

都逃避打仗"0 (同上，第41-43页。)

当"连山的败讯传到奉天时，张作霖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了，他已不再抱幻想，而决定于12月 5 日逃往南满铁道附属地，

声称 S逃往大连，以图再举'并做好了准备"0 (同上，第 2-

3 页。 )12 月 7 日的《大阪朝日新闻》报道: "张作霖终于要在近

一两日内逃亡" "郭军即将进入奉天城"。

如前所述，中国在五卅事件反帝斗争的激发下，反对奉系军

阀的浪潮越发高涨起来。前往中国调查五卅事件的宪政会的望月

小太郎，在 8 月 3 日的"归国谈"中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

大战之后，其实力有冲天之势"。 〈《神户又新日报>> 1925年 8

月 4 日版〉当这位望月为了解北京关税会议情况再次前往中国井

于年未归未时，竟然观点大变，说郭松龄倒戈前， "在满蒙的张

作霖不得人心，这是无情的事实， 80%的人都憎恶他"0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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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926年 1 月 1 日。〉而且关东军参谋部在"张、郭的人心〈奉

天〉向背状况"问题上也认为， "在知识阶层中占多数的学生事

实上心里都欢迎郭松龄而反对张作霖。试举奉天南捕中学堂为

例，全体师生都相信郭必胜，希望他入城"。后来当这些学生

"闻知郭军败北、郭夫妇惨遭杀害，无不悲痛万分，致以深切哀

悻。还有在安东的教师们受时局总结讲话的触动，痛哭流涕，以

至休学数日以示悼念"。奉军在连山溃败的消息在奉天市民中间

引起了"不安"。这是由于"如果奉军的溃兵入城，其狼籍暴行

较之郭军更为可怕，因而引起极度的恐慌"。 "许多市民相信，

郭军作为胜利者入城之后，也会为将来的统治考虑，至少不会马

上对市民进行压迫、掠夺，从白古以来中国各地的战例中就可突

出地看出这一点。月"希望张作蒜早日下野的局面也是很明显

的。" "如部分省议会议员以及总商余的一部分人早就暗中给郭

松龄写密信表示欢迎之意，并希望郭松龄和平接管政权，他们愿

意协助郭促张作霖下野。" (在诸问题》第159页-161页〉这时

候已有日本将出兵满洲的传言。 11月 30 S ，苏州 2， 000余名大专

院校的男女学生召开了"五卅"纪念会， "会后在市区还举行了

示威游行，在各处就满洲问题进行反日演说"， "中国满蒙的反

日浪潮正在迅速高涨"0 (吃大阪朝日新闻)) 1925年 12月 6 日

版〉中国人民支持郭松的倒戈，并寄予期望。

但是，要报答这种支抖和期望，无论是郭松龄本人还是郭

军，都存在根本的缺憾。虽说郭松龄在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影响

下，表现出了向往国民革命的倾向，但他的倒戈却完全是脱离人

民的。郭松龄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军阀，郭军作为'支军阀的军

队，在本质上与奉军没有根本的区别。

郭松龄曾向部下反复说明举兵的缘 rj~ : "在帝lM之 F举兵倒

戈，为的是在我国实行共和制。怎么能说是什么反叛呢?这在文

告中、讲话中都说得很清楚。" 但是将校以下的军官中有不少人

在感念张学良的"恩谊"， "营民以下知道打仗日的"的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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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军官们"较为支持团结， 1旦高级军官却热心于打仗" ，实际

上他们关心的只是在占领奉天后，能得到由郭松龄组织的政府任

命的相应职务，他们在做着"占领奉天之后升官发财的美梦"。-

( (<诸问题》第34-35 、 40-41页。)

郭松龄在取得连山之役的胜利之后，便确信起兵已经成功而

"大革"起来，只顾"埋头于抵奉后的组织政府事宜"，甚至全

神贯注在处理郭军在锦州以外地区进行抢掠等方面事件上，困而

延误了郭军的进攻时机，使奉军育了喘息的机会。郭松龄不仅叫

夫人陪伴而且还携带着数百万元现大洋〈有人说是数百万美元〉

茂其它细软，这样他就不愿意离开铁路线，因此也就不能有令人

滴意的指挥和卓有成效的作战行动了。(同上，第29 、 31-32 、

37-38页。〉

自 12 月 2 、 3 日起天气突变，降雪达一尺以上。连山战役

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20度以下。但此时郭军仍着夏装，冻

伤患者达1 ， 000余人〈有说数百人〉。部军"将士的斗志渐趋低

藩"，在连山之役中降敌的士兵已达6， 000名。郭军中的气氛也

变得险恶起来，为了保存兵力而不得不以枪毙来威胁。但由于郭

军士兵大多出生于奉天附近，随着郭军接近奉天，士兵们越来越

无心打仗，陆续有人投降和逃跑。(网上，第26一27 、 29-30 、

，12 、 86页。〉

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又横拦在郭军的前面。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应

根据关东军参谋部的观察， 1925年 10月末中国的形势是"奉

军将直隶、山东以及在关外的主力军队陆续集结到关内，加紧准

备与孙传芳以及国民军开战，京津地区将再次罹于战祸之中。此

外，苏俄与冯玉祥之间的频繁密切的联系已不再是秘密。不难料

想，一旦Jq、张开战，苏俄的魔爪肯定会伸向满洲。……这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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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驻摘洲的两年义务兵临近退伍之际，这些士兵离开·后，师团的
实力将会极度减弱，今后能否应付时局的变化，完成军队的所有

任务，是值得怀疑的"。此后，经过段祺瑞的调停，冯、张之间
'的妥协工作有了进展。 11月 16 日，参垛，卒部通知关东军，两年义

务兵不再延期服役，关于"出兵时机"，则根据需要按指示行

事。两年义务兵自 19日起开始回国。(关东军参谋部《大正14年

申国时局i羊报之一》第 1-3 页，以下简称《详报>> 0 ) 

关于郭松龄倒戈的确实报告是11月 25 日传到奉天的。关东军

于26 日致电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询问: "如果拒绝郭军进入辽河

左岸是中央本部的方针， J.I[)应采取什么措施? "参谋本部的回答

是"遵照不干涉内政与维护我国权益之一贯方针，在此范围

内，可为排除内部不安及维持地方秩序作出努力。如果今后动乱

扩大至南满铁路沿线井有危及我国利益之虞时，宜应不失时机地

采取增兵措施。" (刷上，第 4 页。)

27 日，关东军开始第一次向奉天集结兵力，同时又派参谋捕

中佐前往郭松龄处了解情况。如前所述，郭松龄与捕中佐金谈约

两个小时，陈述了自己的信念，并切望日本"严守中立"。他对

捕中佐说: "如今除我所抱寇的主张，我无它路可志。我极希望

能得到全力的支持。然而支持 11.消极与识极之分。所谓积极支持

指的是供给钱财武器等的直接支持。我听希望的是所谓消极支持

即日本严守中立。若向→方表示了善意，就不能不承担其失败的

重大责任。因此切望日本充分支持国民的心愿，不要偏袒哪一党

哪一派。而且支持国民的心愿要支持到底。"捕中佐遵照"白川

将军的旨意"向郭松龄提出了 8 点: 1. "举兵扰乱南淌，造成中

国的大动乱，以致破坏了远东和平"是否考虑过责任问题? 2. 

郭的"此举不难设想必会给南搞的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对于南

搞与"帝国政府以及我关东军的关系"如何考虑? 3.有否与张

"和平解决"的办法?郭回答:1.此事责任在张作霖; 2. 郭军将

维持南满秩序，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奉天方面无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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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俗入也没有别的办站。对此， "捕作为美东军的参谋

表达了个人JS见 '72 "尽管自称有维持南描秩序的责任，但由捕

离成为战乱之地己 1-=远。一旦南满因战乱而秩序混乱，我关东军

势必相机采取适当措施。"他"觉得郭没有一点诚息'F ，最终结

束了会谈。浦根据这次会谈得出如下结论z 441. 郭松龄决意彻底

讨伐张作霖; 2.和平解决已经无望; 3.郭将(;).国民党的主张政策

为政纲; 4.郭的周罔大都是国民党政客; 5.郭确实与冯玉祥有联

系。" ( <<郭松龄与泊参谋会谈纪要)) ) 

浦参谋于28 日返日报告会谈内容。关东军据此认定"郭，不

仅对杨宇霆反感，他的本主主要是驱张下野，取而代之，并表明

欲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如此，东三省为兵乱所扰，必将51入

赤俄势力，在我国防上以及满蒙政策上触发起严重势态。"们i丰

报、第 6 页〉关东军为了坚决维护"南酶的秩序"而全然不顾郭

松龄提出的"严守中立"的正当要求，确定了援张排郭的方针。

12月 1 日，关东军拟定了《今后情况及军事应付措施方案)) ，主

要措施有 3 项:1.:在情况缓和时，只限于维持附属地内的治安，

不向附属地以外地方派兵s 2."若奉天附近地方告急，除旅顺部

队外，将驻扎师团的大部分兵力集结于奉天附近，以防备炮弹落

入附属地F 占领附属地外侧的据点，必要时〈当总领事提出请求

时〉可在城内配置→部分兵力; 3.从朝鲜等地调来的增接部队，

根据需要可担任奉天以外据点的警戒。在这种情况下，为执行前

项任务，其警戒线可向前推进"0 (同上，第8-9 页。)

;南参谋为"报告情况"再次被派回东京的途中，于12月 1 日

在下关说了如下的话z "我在满洲的侨民越来越感到j生命与财产

所受到的威胁。就我军司令部来说，无论什么军队，决不允许其

带有军事行动性质的一兵一卒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对此决心采

取断然态度。由于守备士兵正在换防，因此不能断言兵力绝对充

足。" ( (<大阪朝日新闻>> 1925年 12 月 2 日〉而在这之前的11 月

30 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也自奉天发电给外务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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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渊，称: "部纯系过撤派。他如进入奉天，定会当即宣布废除

一切条约，日本的所谓特权将化为乌有……如今那种不论是张还

是冯入主东三省都可的议论已经不合时宜了'门政府在迅速作出

援张的决定后，要指导奉军作战，并指示作抵抗到底的努力。

〈臼井: << (币原外交〉备忘录》第62-63页，以下略称臼井论

文。)日本侨民于11 月 27 日召开了全满地方委员联合大会， 12 月 4

日召开了奉天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春市民大会，要求日本出兵、

增兵。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又于12月 1 日在打给外相的电报中

说: "我认为，为维持我国在满洲的地位，作为进一步改变日本

势力发展停顿不前的现状的策略，援救厄于目前困境中的张作

霖，使之得以迅速地东山再起，这绝非无益。" (同七，第63

页。)

住在满洲的日本军人、官吏、侨民l在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技益

和秩序以及援助张作霖的问题的认识上与军部所定方针的基本点

是一致的。 1924年 12 日，体现了参谋本部于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

对华政策基本方针的《就中国目前时局回顾我政策上的设计〉声

称(，对目前满蒙地区与帝国特殊关系的现实，我国舆论沸沸扬

扬，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帝国历来坚决要

求维持祸洲地区的秩序。为此，我们对抱该地区的实权者采取的

行动与维持治安的目的结合起来的做法，感到高兴并予以支持。

而对与此相反的行动是不能漠然置之的。这次在直奉大战中，张

作霖的行动即属于前者，并为我朝野所认可。战后，他为胜利所

陶醉，热衷于中央政权，但当他为主墙蒙带来不利时，我朝野是不

能认可的……因此帝国劝导张从速加强中俄边境及中东铁路沿线

的警卫，将多余的军队撒到关外。至于北京政府方面，则当信赖

段、孙工人。专心致力于满蒙的保疆安民，谋划整顿交通和开发

地方。必须医治战争留 F的创伤。"将满蒙"秩序的维持"作为

"帝国的绝对要求"而为此"劝导"张作霖的方针，与陆相宇垣成

一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今日之冯玉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赖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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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的力量。当悟lk.这么相互利用有好处时，北满就会出现第二、

第三个冯玉祥。这样，赤饿的势力就会蔓延，从而妨碍我国的发

展。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在对北满政策上，如使张作

霖夫势，那对我将是不利的。为了对北;南形成威胁而维护如今势

力已被缩小了的张作霖，这对我国的对满政策，尤其对北捕关

系，相信是至为必要的。" (字垣成: <<宇垣日记>> , 1954 

年，第 4 页， 1925年 12月 5 日记。〉总之，宇垣认为，为了"便

于向北摘扩展，或使之成为防止赤化的前线，纵然会对满蒙构成

普遍的威胁，但有一个在我们控制 F不致比以前更清醒的张作霖

的存在，对日本来说还是有许多好处的"0 (同上，第49页，

1925年 12 月 22 日记。〉

然而，参谋本部、陆相的方针尽管与关东军以及张作霖的顾

问在维持搞蒙秩序、援助张作霖和防止赤化等方面的方针基本一

致，但并非完全相同。驻外军部只根据当地情况判断，便急欲实

行援张方针和积极的方案，对这个要求军部没布马上作出反应。

宇垣陆相一边说着援张的必要性，一边在日记里写道: "不过，

在援张时当然不能对会招致整个中国反感这个大局上的不利毫不

顾忌。在不招致大局不利的范围内，援?挺可分为几个阶段。总

之，在这个范围内给张以极大的支持，使之存在 F去，我觉得.

这对帝国足有利的。" (同上，第47页， 1925年 12月 5 日记。)在

国际上，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反帝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华

盛顿会议以米日本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倒;ll1;在国内，由于护宪三

派的胜利导致政党势力增长和军部政治发言权减弱，加上不仅在

中国，甚至在日本也在增强的反张作霖的情绪一一这些内外条件

限制了军部中央的行动，阻碍了无视"大局"的独断专行。

军部为上述条件所制约，不得不考虑;从"大局"出发防止头

东军在军部之前采取行动。 11月 30 日，陆军次宫发给关东军参谋

长、中国驻军司令官的电报《关于支那事变的对策》中有如下的

要求: "郭松龄此次之行为从道义上说尽管被认为是反叛，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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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固不待言，即使在日本本土，舆论上对此非议的也不多，较之

去年秋季我国民给张作霖以许多同情，实令人感到奇怪。总之，

这不能不叫人认为是张作霖近期的愈益跋息使一般人产生了反

感 I币郭伪装的言谈举止又迎合了日本和列强以及中国多数民众

希望求得局势和平安定的心理。加之在北京政权自转移至其他势

力手中的迹象的今天，驻外当局要多住这方面考虑，白、必要进 a

步慎重考虑自己的行动。不然，如在外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及各

国的猜疑，在内恐怕就要失掉国民的拥护。排除东三省的不稳定

状态使之安定 F来，这也足中央所切望的。为此，今后奉天方面

首先要除掉前面所说一般人心中的恶感，采取迎合内外所希望的

行动，努力赢得同情。此外要将郭在和平的美名下所包藏的野心

公诸于世。如此也许能使目前的人心向背有所改变。你方应知道

这情况并做好适当准备。"另外， 12 月 3 日陆军次官在发给关东

军参谋氏的电报《关于中国时局的对策》中指示道"此际张作

霖的顾问们应从大局着眼，冷静地妥善处之，使张作霖隐忍 rl

茧，为长久地在东三省保境安民，可指导他保存实力。"

在此之前，外相和陆相在11 月 27 日中央的内阁例会土作了情

况汇报，检讨了对策。内阁会议决定"本次动乱的中心是在接

近我国的满洲，尤其给满洲铁路沿线各地带来了许多不安运因

素，为此希望以保护我国侨民为首要任务，在所有的事情中都勿

留任何漏洞。" "虽不另行派兵，但lëiJ根据今后战况的变化采取

相应的措施。"这个"相应的措施由陆军、外务、海军等部门制

定"0 (<<大阪朝日新闻)) 1925年 11 月 28 日版) 29 日，币原外

相、宇垣陆相、问合参谋总民进行了协商。据11 月 30 日的〈大阪

朝日新闻》报道，这次协商所制定的方针是:1.对中国的内政问

题严守中立; 2. 不偏袒任何党派; 3.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工作不能有漏洞; 4. 因目前的驻军己够用，故暂时没有增兵的

必要; 5.如必须增兵，则按既定方针采取灵活措施。接着，宇垣

陆相在12月 1 日的内阁会议上发言说"日前就我国来说，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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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驻守在辽阳的军队i周至奉天即可，没有，豆、雯再向满洲增派新

的军队。"这在见得到各位阁员的理解。 (1司上， 1925年 12 月

2 日版) 4 日，宇垣陆相又在内阁会议上阐述道"若张作霖被

打倒，那么无论什么人代替他入主奉天，也不能就认为最终会抱

有无视日本地位的强硬态度……为使张作霖强大吕盛起来而主张

日本采取积极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对这个问题不能草率从

事。" (臼井论文，第63页。)然而根据这个发言并不能得出以宇

垣陆相为首的军部打算"对张、郭纷争采取旁观的立场避免进行

直接干涉"，而驻外军队贝IJ cf::张最有边的是进行"武力于协"的

结论。军部的真实志图已经明确表示与关东军一样是援张排郭。

由于内外语条件的制约，军部口头七高唱"严守中立"、"不出

兵"，与政府统一步肉，实际上却在期待" [1 (:lf形势"的变化和

使张作蒜"保存实力"，劝戒关东军不要目进，希望分"几个阶

段"实施f主张方针。

对此，币原外中目的主场革很明显的。他作为外相在首次议会

去年的第49次临时议会上提出了"对叶I国内政上的事情，我们不

应于预。而且，我们也不能无视中国合理的主场而采取什么行

动"的方针。在当年 1 月的第50次议会上他发表演说道"中国

的政仪由何人掌管，而且中国采用什么宪法、制度，等等，我们

都无意加以干涉……该国家组织只能由中国国民来决定。"郭松

龄起兵反对张作霖很明显是"中国内政 I二的事↑f?" 。勿庸赘言，

币原从一开始就对这一事件采取"不干涉"方针。在12月 4 日的

内阁会议上，币原主张"不能给张作霖以积极的援助"，他说z

"本年的局势与去年直奉大战之际不同。那时，从整个形势来

说，冯玉祥以及国民党左右了北京的政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

的。在华帝国代表顺应这个形势，试图与这一派取得联系.以指

导他们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不致离经吸道。据此，我认为，当此之

际我们只看到满洲这一局部的情势而不顾北京、 t三江方面的形势

就决定自己的态度，是非常失策的，而且是危险的。" (臼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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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63页。〉

币原与军部在可否援张问题的态度上，表面上姑且不论，实

际上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币原外相在主张不干涉内政的同时，

也非常重视并一贯主张维护日本在中国尤其是在搞蒙的利益。币

原在第50次议会上的外交情说中指出了其重要性"整个中国对

日本国家的生存有着极其密切的利害关系，这是已成现实的事

实 c 不过，我国民众对捕蒙地区特别敏感，除了这种利害关系

外，还有历史上的原因，即日本在满洲的土地上为了自卫和东洋

的和平，以国;二为赌注进行了两次大的战争。如今日本人能够在

满洲从事和平的事业，归根到底还是这‘极大的努力的结果。"

总之， "第一，我们在尊重中国正当立场的同时，也决心彻底维

护我们的正当立场……第二，完全不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这

就是所谓币原外交对中国的两大原则。 t，所谓正当立场，举例子

束说，就是在满蒙地区有关我国的权利和利益"，币原有"将它

维护到底的决心"。在这一点上，关东军、军部、币原外相之间

没有根本的区别。

四、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

如前面说的那样， 12月 5 日在连山战斗中，由于奉军没有进

行什么抵抗就败退下来，因此都认为张作霖败北和郭军进入奉天

域将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关东军开始第二次向奉天集结兵

力。此外，日本侨民、各驻摘机关等要求采取积极对策的举动也

越来越激烈。 5 日召开的奉天市民大会， 6 日召开的四平街市民

大会和开原市民大会，纷纷提出增兵、出兵的要求，奉天商业会

所于 7 日也提出了同样要求。 8 日，满铁金社社长安广伴一郎也

向关东军长官请求"对加强紧急警戒方面予以特别关心"。"详

报》第24-25页〉奉天总领事吉田 5 日致电外相，称 ti 因担忧

干涉内政、援助张作霖的嫌疑和谣言而慎重考虑出兵，但如今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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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败局己明，正是马上出兵之时。"继而关东军长官儿玉秀雄于

6 日也打电报给中央请求增兵。(同上，第15一16页。)关东军第

二次往奉天集结兵力的工作于 7 日结束，它将附属地内的据点

"牢牢地占踞"的同时，还在附属地外约 1 公里的主要道路上自己

置了兵力，并往前方大约 4 公里的地区掘出了骑兵哨进行警戒。

〈同上，第16页。)

就在满洲局势越来越紧迫之时 7 日在中央，首相和外相以

及陆军省和外务省之间进行了协商。政府、军方首脑决寇了以白

川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向张、郭两军发出警告的方针。陆相反电给

臼川司令官，下达了"交给张、郭两军的警告文"，警告文的内

容于第二天即 8 日由内阁会议予以公布，内容如下z

本司令官理解帝国政府的方针，在邻邦动乱之际一

贯严守绝对不干涉的立场，绝无意于干预中国国内一党

一报之兴衰，对此勿需再加以申明。然而在满洲居住着

数十万帝国的臣民，经营者各种和平的事业，日本也有

巨额的投资，帝国在该地区有着非常重大的权益。所

以，铁道附属地即我守备区域内自不待言，即或在其附

近因战斗以及骚乱而损害帝国重大的报益，或在有波

及、危害之虞肘，作为军人是不能漠然置之的，相信时

F交战的两军应能军重帝国这种特殊的地位。假如处在

上述危险迫近的情况下，本司令官则不得不采取必要的

措施。鉴于目前两军的战事或许育危及我守备区域附近

的趋势，本人向交战双方司令官提出上述问题以唤起注

意，相信这是最迫切的要务。

郭军向奉天进攻，而南满铁路正当其前方通路，这就使郭军

处在具有决定性的不利地位。日本有"如靠近则格杀勿论这样的

断然决定" (黑龙会《日中交涉外史下在)) ， 1939年，第357页。) , 

这种警告的效果就不是什么"绝对不干涉"了，除了援张排郭，

没有别的解释。警告文于世月 10 日由浦参谋在锦州交给了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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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怜。郭辩解自己不是"赤化实行者"，而是"赤化防止者"，芹

"详尽地陈述了有关防止赤化的意见，表现出急于寻求帝国好感

的情绪"，他与浦进行了反复的争辩t

郭z 警告文中所谓铁道附属地即我军守备区域附近

的范围指什么?还有，规划这个范围的条约依据是什

么?

捕t 仔细研读警告文，相信自然就会明畴。……因

此没有必要再指出条约及条文。

郭z 因这对我军作战计划有至为重大的关系，请明

确告知这个附近的范围。

浦2 ……这个范围在现场是怎样规定。的，相信熟知

东三省地方事情的将军阁下当能有明确的判断。

浦进而恫吓郭: "我帝国完全准备好了应付阁下任

何行动的方案，顺便转告。" (<<郭松龄和浦参谋金谈纪

要>> ) 

关东军向奉天集结兵力，日本当局又向张、郭两军发出警

告，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张作霖的勇气。曾经做好亡命日本准备

的张作霖向其亲信表示"决不能再有如此轻率的举动"，快心在

辽河畔与郭军进行"最后的决战"0 (<t者问题》第 3 、 11-12

页。〉

在这以前的12月 5 日，奉天总领事吉田给外相发电，一方面

要求出兵，另一方面看到张作霖的下野已成定局，要求"在时机

必要时准许其调f亭，以使地方政权和平移交"，同时还打算派奉

天领事内山前往郭松龄处。 7 日，币原外相电示吉田: "在大局

将定的今天，为寻求最佳维持铁道附属地治安并保护帝国罔民的

方案"，通过关东军司令官向两军发出警告;但"作为应急的措

施，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的角度出发，而且考虑到避免战祸扩

大、谋求和平解决是所有人的幸福，最好的办法是寄希望于两

军，帝国政府将不辞辛苦从中斡旋。请特此意转达双方"。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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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由于铁路遭破坏，内山领事没有达到目的便返回了奉

天。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坚定1了抵抗的决心，因此， "和平

解决"的方针无论如何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由于张决意抵抗，

满洲的形势越发紧张起来。

与此相呼应，军部的行动从中央到驻外机构都越来越活跃起

米。 7 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下i主了做好从朝鲜抽调援军的准备

的绝密令。 8 日，秘密通知久留米第12师团准备出兵摘洲。在另

J方面，同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给陆相一参谋总民发电: "对

张、郭两军发出警告，向对方表明将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然

丽，由于目前兵员过少而军威不振，放希望从速增报所需之兵

力。" ( I( tl报》第23页〉与此同时，叉开始第三次向奉天集结

兵力，并于 9 日将驻蹒剖-i师团司令部移至奉天。

这期间，郭军的主力尚在锦州附近，其中」立-约1 ， 500人的

队伍向位于满铁支线的终点霄'口进发。 13 日晨抵达辽河岸边的河

北站，驻营口的奉军(约350人〉闻风而逃。关东军称之为"张、

郭两军交战危及我附属地附近的第 4步" (1 2月 20 日关东军参由

民发给陆'在次官的电报) ，在抓紧集结军队的同时，开始积极进

行时步。臼井的论文记叙了这次事件的经过，其中主要情节是:

白川司令禁止郭军渡过辽河进入昔日市区， 14 日向郭军发出了撤

退至30公里以外的地方的警告。政府又于同日指令向张、郭两军

发出将这个距离缩小的第二次警告文(第63页〉。第二次警告文

于第二天即15 日以白川司令官的名义发表:

"本司令官理解帝国政府的 jJ针，荣幸;也再次对两

不司令官发出警告。对于南摘铁道附属地反该铁路终点

起约20 华里(约12公里〉以内地区两罕直接战斗的行'/.;

及对我附属地治安有扰乱的军事行动，我军一律严加禁

止。如对本警吉·有交防事宜， ì青经贵国政府正式向帝国

政府提出。"

同一天，关京军又将营口(大石桥)、辽 11~1、奉反、抚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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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开原、长春等作为滴铁沿线的重要中心地点，设置了 14个

"禁止武装部队进入的区域"。据臼井论文所载，币原外相于14'
日提出了一个方针，即在币与第二次警告相抵触的情况下， "打
算允许郭军进入营口市区"。外相的这一方针"对郭军是非常有

利的"0 (第63-64页〉然而第二次警告本身已不见布"以奋关

的国际法或条约为准绳"的措施，而干涉内政与侵犯主权的图谋

却更加明目张胆了。第二次警告进一步加强了第一次警告中援张

排郭的效果。

且然张作霖下决心要在辽河进行诀战，但还"不知部下将领

的向背……处于忧喜交至"的境况中。但由于"日本军队解决了

营口事件及集结奉天"，他感到了"自身的安全" ;加之黑龙江

省督办吴俊升、吉林省督办张作相也看到日本如此援张而快心率

兵南下，张遂" 1:斩生复兴的念头……避而在接受关东军司令官的

第二次警告文之际，说出了自己的决心z 4尽管确信必胜，然而

胜败乃是时运。只要一人一马尚存，我也要讨灭郭逆， "0 (~诸
问题》第 8 页〉相反，郭军由于日方第→次警告和关东军集结奉

天以及第二次警告，其"计划i以及行动遭到很大打击"， "为此

而行动渐渐转向消极"0 (同上，第49页。)

在发出第二次警告之后的15 日，日本采取决寇性的干涉内政

即援张排郭的措施。这期间，张军已在辽问畔的新民附近修筑了

阵地，做好了攻打郭军的准备F 郭军主力也在向这里迸发，两军

诀战的对刻正在迫近。 15 日，芙东军长官儿玉再次请求增兵。关

东军亟i青军部"下决心火速增加兵力"。 〈《详报》第37页〉这

夭上午，在中央，内阁会议根据宇垣陆相的要求决寇出兵。关于

此事，字垣在其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尽管12月 14 日晚外务省当

局仍在强调没有出兵的必要，但15 日上午还是作出了出兵满洲的

决定。在外务省当局来说，这是深感遗憾的事。这不能解释为有

意如此.我在当天夜里也曾傍徨于出兵还是不出兵的歧路口，第

二天早上出席内阁会议之前才最后决定出兵的。外务省直到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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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仍在高唱不出兵论，据此而批评他们不识时务是苛刻的。"

( <:宇垣日记》第49页， 1925年12月 22 日记。)在这一天的内阁会

议上，币原外相作了什么内容的发言，因无资料可查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币原是同意宇垣的要求而赞成出兵的。币原在翌年

1 月第51次议会的外交慎说中，对这个事情作了如下的说明E

., 11 月中句满洲驻军中有离队退休的兵员，然而依据往年的惯

例，到本年 1 月才能补充。这是当初的规定。在这以前直到认为

有绝对必要的最后时刻，都是停止派遣补充兵员的"，但在营口

石能不预计到"张、郭两军有发生冲突的危险……驻军显然难以

完成其任务。……到了12月 15 日，当觉察到这种危险日益远近

c肘，政府便下决心主即进行缺员补充，以使兵员恢复到11 月中句

时的数量。"

在"缺员补充"的名义下，从久留米师团抽调 4个步兵大

队，与骑兵、野战炮兵、山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以及通信队组

成了混成第一旅团〈计2 ， 654人〉。又从朝鲜军中抽调 2 个步兵

大队、 2 个野战炮兵中队〈计925人) ，将它们派到满渊。朝鲜

军派出的各个部队自 16日起，混成第一旅团自 19 日起陆续开赴奉

天。通过关东军向奉天集结、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等"数个

阶段"完成了所要实施的"援张的手段"。关东军参谋部对lB兵

、的"显著"放果作了如下表述: " 1 .吴俊升及张作相毅然奋起，

决心一战，各自从本省率军南下，据说这是完全信赖日本的后援

·的结果I 2. 奉军原将其骑兵主力一分为二，计划用于营口及京

奉线这两面，但由于郭军不得占领营口，其主力遂能集中使用F

3 .由于日军出兵对维持省城治安起]很大作用，从而减少了留

守部队的数量，因而有可能往前线集中更多的兵力; 4. 交战区

域的限制，巧妙地干扰了郭军的行动。但当奉军败退时，也有人

认为这种决策可能非常不利，诸多忧虑。" (什者问题F 第148-

149 lJO 
不仅如此，关东军和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还给奉军"从弹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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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到作战指导等不少的援助"0 (词本大作: <<我杀死了张 w

霖>>，载《文艺春秩ì) 1954年12月。〉白川司令白'更"暗中选募退

伍炮兵为战胜部军丽准备地战"0 (佐佐木到一手稿<q负我在

中国的生活;) , 1939年。)被称为共慕将军的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茄木五郎预备少尉带领" ./-数 ~I 日本炮兵"参加lT奉卒，操纵15

厘米的重炮〈臼井论文第64页)。还在，军事顾问町野武马预备

大佐"不离张的左右，每每以奇计威胁部军"对此"恩义"·

"张永志不忘 "0 (斋藤良112 《张作霖之死;-> ，战《会津短期

大学JFt扣， 1955年第 5 号，第11 页。〉

12 月 2 1[1 ，张、郭两军的辽阔决战)f始了。

在期间，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在京津地区正与李最林平作

战。当初郭松龄举兵倒戈肘，李景林似乎持中立立场。然而，当

冯军响应郭军骂采取付动时，李景林却于12月 8 日向两个国民军

宣战，从背后进攻郭罕。 i马玉祥起兵征讨李景林，但由于李军拼

命抵抗，冯遭到很大损失。 12月 22 日，西北国民军终于将李景林

赶到山东，占领了天津。但当地准备向摘洲进军以支援东北国民

军时，为时已晚。

12月 23 U ，部军 (E奉军的猛烈j韭攻 1'"败退。当日夜，郭军参

谋民玫电张作蒜，称"享[)松龄已逃仁。郭军全部投降，请求停

止进攻。" (关东军参谋部((大正14年中国时局详报其二>> , 

第20页。) 25 日，试图与夫人一起逃亡的郭松龄为奉军发现，夫妻

二人当即被枪杀。

12月 26 日，白川司令官声4月撒销前后两次警告。当夭，张作

蒜振代表前往民成第一旅团长斋藤义夫处表示慰问，其代表说z

"高得此次战役之胜利，使人民有了安全感，这大大得力于新从

内地前来的责军队。鄙人也看得很清楚，东三省之骚乱累及贵国

国民，不胜惶恐。"云云。(同上，第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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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币原外相于翌年 1 月在第51次议会主进行外交演说时说道z

"补充我驻满洲部队的缺员时，立即就有人据此诬我目的是出兵

支援奉军 p 我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同等对待，不许他们进入营

门 flT区，而有人马七就据此传 i兑其中有阻止郭军军事行动的用

志，千方百计地中伤日本，实在令人不胜遗憾。我们认为这些传

说都是错误的。"然而这 1~是什么"传说"，丽是事实。币原在

搞说中又就这个事件说道"我们对中国厉行彻底的不F涉内政

主义。"但实际上"厉行"的不是"不干涉内政"，而是"干涉

内政"。

臼井胜美对出兵的事实闭口不旨是，却写道"可以说，在满

洲，以关东军为首违背了币原外祀的意图，实行了明日张胆的援

张政策。在对待满洲的问题上，币原采取了消极的外交方针。"

〈臼井论文，第64 ]jL) 小 III 弘健也说道"尽管参谋本部强行要

iH兵，但币原始终坚持不子协政策，最后战线推移至营口附近

时，才不得不批准增派极少量的军队，作为军事上的预防措施。

他知道，军队以往采取最后行动的界限是 4蹒洲权益'是否受到

侵犯，对这一点，他不能不予以尊重。" (小山、浅田光辉

f 日本帝国主义史》第 2 卷， 1958年，第98页)显然，币原没有

援张的意图，关于援张的问题，币原和军部之间存在着政策上的

对立，这也是事实。然而，即便是币原，如前所述，在把"满洲

仅益"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抵抗界线"这一点上，与军部

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在维护满蒙的权益这一点上也决不是"消

极"的。币原在51次议会上的演说中强调"我们……仅仅为了

我正当的比位才采取了维护措施。日本在满蒙地区有着最重要的

白.形无形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实际情况是，有

形的利益有遭到日趋表面化的战乱破坏的危险，这个危险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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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沿线。我认为，不久以前我们所采取的措施达到了保护这个

利益的目的。至于无形的利益不必担心会因这次战乱而受到影

响，我们确信在实际上它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币原外相在同一次浪说中作"了如下阐述: "政府一贯坚持在

帝国议会前一个会期中作过说明的既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是z 第

一，绝不干涉中国的内政z 第二，要通过所有正当的手段维护我

权利及利益。"第一个方针是，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

国际上日益孤立和倒退，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族运动日益明

显地发展、壮大等国际条件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奉行的方

针，军部也不能不受到它的约束。其次，关于第二个方针，日本

既作为帝国主义而存在，就决不会放弃维持它对中国的支配权，

这也是币原"协调"外交的基本要求。后来，币原阐述道z 所谓

"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和保护技益的方针"这"两个方针之间没有

相抵触之处，两者应并列实行"0 (1 928年在庆应大的演说，币

原平和财团: <<币原喜:重郎>> , 1955年，第276页。〉然而，所

谓"我权利及利益"，尤其是"最重要的权利利益"即满洲仪

益，归根到底还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来确立

并加以维持的。而且联系第二个方针看，它多多少少不能不与第

一个方针有点"抵触"。如果对郭松龄事件不进行从第一次警告

到出兵这一系列干捞内政的活动，那么也就不可能贯彻维护权益

的方针了。尽管如此，币原外相仍在强辩"厉行" "不干涉内政

主义"，这除了表现其作为帝国主义外交家的虚伪性以外，大概

别无用处。

曲建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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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马嘉里事件进行的英中交涉
一一至成妥玛第一次离京

神户辉夫

前

英国为了探查传统的滇缅边界贸易路线，曾两度从缅甸八莫

I句云南派遣探路队，即1868年 2 月的斯赖登队① (E.B. Sladen 

Mission) 和1875年 2 月的柏郎队 (H.Browne Mission) 。

斯赖登队前后共耗费了 6 个多月时间 E包括在腾越〈今腾

忡。下同〉滞留的一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然而，探路队在腾

越与之交涉的回民政权，与清廷对抗了18年。 1873年 3 月失去大

理，同年 5 月丢掉最后的据点腾越，英国的期待完全落空了。

清政府恢复对云南的统治，使英属缅甸首席民官艾登(Eden)

"确信，对英国商业来说，将出现有利形势，重开内陆贸易的

时期定会到来"。②而后来派出的柏郎队，则是印度政府为恢

复滇缅贸易而策划的。 1874年 7 月，英国驻京公使戚妥玛 (T.

F. Wade) 派领事馆员马嘉里 (A. R. Margary) 将已拿到的

柏郎队使用的护照，由陆路送至云南，并将此事电告本国外交部

(外交部档案原稿405/17/14) 。

马嘉里于 8 月 2 日由上海出发，经t叉口，过湖南、贵州两

心 有关斯赖登队的情况，请参看拙搞《腾越的回民起义) (大分大学兹育学都

纪要五一六， 1981年) I ‘斯赖登队滇缅路线的探查) (同上纪要六一五， 1983年>.
黄嘉谋事￥(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 (台北中华书局 1976年〉第 2 章 • 

. ìJ 安得生(从曼得勒到摩民) J. Anderson , From Manda Ia y 10 Momi

e n ，伦敦， 1876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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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于11 月 27 日.抵边云南府。①当时，云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不久，

还不能说排外气氛己淡漠和社会秩序良好。马嘉里于12月经大

理、永吕， 1875年 1 月 4 日平安到边腾越。因柏郎队仍滞留八莫‘

马嘉里即向该地进友， 17 日到达那里，完成了递送护照的任务。

他作为探路队的先导，又从八莫折回，在向腾越行进的途中， .1'1: 

蛮允随人杀害，随后而至的柏郎队也遭袭击 (22 日)。此即所 i目

的马嘉里事件，或云南问题。

作为总理衙门对于的戚妥玛，就此事件的处理问题与清玉胡

进行了约一年半的交战。坡野正高先生说"英国公{虫戚妥玛妄

图借此事一半解诀英 rt1之间的一切悬案，从而实行单方面的高压

外交。"③王绳祖先生评比说 "英国政府玩弄宅的两手z 武力

:2f挟和外交ìf七诈，迫使封建积弱的请王朝让 I寻它各种侵略特

仪。"③吁以认为，两人对戚妥玛的交涉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的确，戚妥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个英国外交官阜外的死，

采取了三次离京、英国舰队北上和强迫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解决

革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提出了与此案并无直接关系的要求。因

而，吁以认为以上两位先生的悴价是较为妥当的。

众所周知，本案以1876年 9 月签订立宋条约而宣告结束。乏

末条约有 8 端，云南问题已在第 1 端"昭雪滇案"中解决。但对

英国米说，比条约豆为重要的是第 2 端"中外官员彼此往来"和

第 3 端"通商事务"。也就是说，英国要求中国向它开放的政

策，自 1840年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来，王此暂告结束。

① 有关马嘉里的内陆旅行，请参看马荔里游记 (The Journey of A.R. 

Margary , f rom Sbanghai 10 Bha币 O~ and back lO r-..f anwyne. Fro皿 hiiì Jour

nal. and Lette 凹， with a Brief Biographical Preface. 伦敦， 1876年)。

② 圾!t'f正向(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3年)第3340

页。还有植囚捷雄的《东洋外交史) (上) (东京大学出版余， 1965年〉也论述了有

关威妥f!b为改变软弱的外交状况而急于借此机会解决过去一切悬案的经过。(第 59

③ 玉绳祖(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 > (<中英关系史论丛》第 8 章，人民出

版社， J 981年) .这篇论文是依据作者的《乌嘉里案和〈烟台条约) > (伦敦， 1940 

年)一书的第 1 至第 7 章"作了必要的和1适当的补充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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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绳祖、岑练英①两位先生对于从事件发生到签订芝果条绚

约一年半的交涉过程进行了研究。王将截至1876年 G 月以前的时

间作为"中英外交谈判"的 5 个时期，之后为"烟台会议"而进

行分析。岑则将此阶段作为"交涉之经过"，分 3 期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应以威妥玛离开北京去上海作为分期界线，共划分 4

期。本稿为其第 1 期，即从得到事件的第 1 份报告之日( .'3月 11

日〉起，至 4 月 10 日抵达上海后进行交涉约一个月时间止。笔者

认为，在这个期间，戚妥玛的交楼主要围绕云南问题进行。他的目

的不单是要求清政府谢罪与赔偿，而且还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做准备。戚妥玛这些要求，在后来乏宋条约的第 2 、第 3 款中均

已得到确认。在以后的交涉过程中，威妥玛始终毫不隐讳地采用

威胁的外交手段。笔者所说的第 1 期，包括了王绳祖先生所出的

(一〉、 〈二〉期和岑练英先生所说的前期。本稿在叙述上且与

两位先生的著作有部分重复，但在交涉过程方面却是逐日记录

的，因此对此期间的英中交涉论述得更为详细和清楚。

此外，关于此时期中国方面的对策，本稿以英国的外交文书

加以补充，以尽力再现两国的交涉经过 ， ttc 有《文献丛编》和

《清季外交虫料》未曾收录的史料。

(一〉

1875年 8 月 11 日傍晚，北京英国公使馆收到一份电报。当时

成妥玛正参加在法国公使馆举行的关于古巴华工的待遇问题的协

商会议，回到使馆后才读到电报。那是 3 月 3 日由加尔各答的印

度总督发出的信息，这就是所传惊人事件发生的第→份电报。②

① 岑'练英 E ‘中英烟台条约的研究) (珠海书院中国文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丛书之 2. 1978年〉第 4 章"善后交涉与烟台条约之签订"·

② 印度总督致威妥玛，加尔各答. 1875年 s 月 2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第405组
第19卷〈简称F. O. 405/19) .第47辑附件 8 (简称 Incl. 8 in No. 47).在 2 日

给印J(f政府的电报刊. O. 405/17/48-2) 中提到的"李珍国"参看 1869 年
销赖整队的报告书。李珍国是镇压腾越回民起义的首要人物，请参阅前引黄嘉读著作
Jk.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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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2 月 22 日从八莫向腾越迸发的英国探路队行至蛮

允时，遭数百名中国士兵袭击，致使 3 人轻伤，全部物资丧失，

而先行出发的马嘉里及其随从 5 人在蛮允被杀，他们的首级悬挂

城头。袭击队是由李珍国的外甥指挥、奉腾越共u事之命派遣的

3， 000名部队的先头队伍。此即所谓马嘉里事件或云南问题。

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 (Ea rI of Derby) 接到印度总督的

电报后，当即于 4 日午后 6 点20分打电报给北京的威妥玛，下达

指令。①王绳祖先生指出，德比在电报中要求戚妥玛对事件边往

严肃的调查，井对此问题提出有效的处理意见。无疑，至11 日，

这份电报还没有送到威妥玛的予中，他是根据印度总督的电报将

事件通知恭亲王奕忻的。②

应该认为，事件的发生使戚妥玛心情极沟复杂。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印度总督打电报通告马嘉里死亡的第 3 天，正是戚妥玛

向恭亲玉和总理衙门报告马嘉里已平安抵达八莫，并对清政府的

尽力协助表示谢意之日。③后来当得知"将来最有希望的部下"

马嘉里已死，戚妥玛感到深切的哀痛。那一天，威妥玛内心的;中

① 王绳祖先生指出，关于马嘉旦到达八莫的消息 3 月 1 日的《泰晤土报》已

经~表. 4 日，议会期间， 扣待赖特 (W. C. Cartwright) 打电报给印度省次官汉
密尔顿作。rd George Ha皿 i 1 t 0的，询问探路队与中国军队遭遇的情况。印度总督

立即复电答复。以后. 16 日，韦特 (Mr. Wait) 又质问内阁 fM外交大臣发了什么指

示。狄斯累71] (Disraeli)下令要求解释事件的全貌，并盛赞马嘉里的功绩。见F.

O. 405/17/49 (F. 0.17/742) a 

② 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3 月 12 日 F o. 405/17 Inc! .in No. 
79 (F. O. 17/742) 。

③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s 月 3 日. F.O. 405/17 Inc!. in No. 

86.. (F. O. 17/743) 。威妥玛在与德比的通信中提到，马嘉里认为"除他以外，
其他任何人完不成这项困难使命"并且说"从旅途中他们往来的书简看，他正确地
执行了这项任务"。另外，德比说，印度省要求 (F. 0.17/742) 在 4 日将马嘉畏
的死讯告知他的父亲，并"对未来的最有能力、最年轻的领事，充满勇气与慈爱的马
荔里之死表示沉痛的哀悼" (F. O. 405/17/50; F. O. 17/742). 7 日，他的父
亲曾说"儿子是最优秀、最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死对我们是最大的打击，他的母亲
不相信他已死." (F. O. 405/17/54; F. O. 17/742) 1876年 1 月马嘉里的父
亲死后，他的叔父写信给外交部，要求给其兄的家属〈母亲及 7 个女儿)以困难补助，

(F.O.405/2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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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挂在他给德比的复命文中得到了反映。他认为，应给下令袭击腾

越者以严厉的惩处，并表露了要求印度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强硬

态度。①但是，威妥玛恢复平静后，又慎重地考虑在这个问题的

交渺中应当提出什么要求。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修改天津条约第

4款〈驻京公使的待遇等〉和第28款(子口税等)的想法，并在考

虑提出这些要求的时机。戚妥玛对情交渺的第一步，是从对清政

府最初对事件采取的措施提出抗议而开始的。

接到通知的恭亲王于14 日复照: "已飞咨云南督抚，速馆查

明。"②戚妥玛于次日(15 日〉复照，认为如此处置恐半年内不

得回交，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英国的要求，从而提出了抗议。③

此外，还对总理街门说z "如果前几天在法国公使馆讨论古巳问

题之前，知道了本事件发生而又未得到满意的处理的话，不能设

恕我本人对解决古巴问题能起积极作用。"④并且表示，今后的

交涉问题会对古巴问题的解决产生影晌。这是戚妥玛进行威胁的

第一着。

唯恐交捞进行缓慢，威妥玛考虑采用下面的手段，即16 日，

他将事件的慨要密传给海军中将赖德 (V ice Admiral Ryder) , 

召其北上，说"恭亲玉的命令丝毫不含有一点点同情与惊愕的意

思"， "速率舰队北上，目前国尚无必要动用舰队，但这对与阁

下磋谈至关重要，如与中国方面交涉陷入僵局，阁下到来的消

息，将会产生最大的效果"。⑤

① 威妥玛致德比，北京， 1875年 s 月 12 日 F ， O. 405/17/79 (F. O. 17/ 

--742) 0 威妥玛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主绳祖指出，这是怀疑清政府故意拖延事件的处
理。

②恭亲王款威妥玛， 1875年 s 月 14 日 F. O. 405/17/1 nc!. in N o. 37 

(F. O. 17/743) 0 

③威妥玛致恭亲玉，北京， 1875 年 s 月 15 日 F. O. 405/17 /Inc1. 3 i" 
飞No. 87 (F. O. 17/743) 。

④戒妥玛致总理衙门，北京， 1875 年 8 月 15 日， F. O. 405/17/Incl. 3 
:jn No. 87 (F. O. 17/743) 。

⑥ 威妥玛致海军中将赖德，北京， 1875年 s 月 16 日，几 O. 405/17 /Inc!. 4 

;; n No. 87 (F. O. 17/743) ，此文书为外交部机密 (Confidenti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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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收到威妥玛的抗议， .-f17 日答复如下①( 1 )查明

罪犯及事件责任者，予以严厉惩处，以做将来; ( 2 )给前云南

督抚的命令己于14 日以一日 600里的急件发出( 3 )中国决不

忽视杀人事件这样重大的问题。关于这→点，总理衙门想唤起英

国公使的记忆， 44杀人者无罪释放，公众不会满志"。

得到这个答复后，威妥玛对总理衙门第 3 点的激烈言辞给予

了反驳，②因为这是总理衙门对英国处理福四事件 (The Faw 

cett Case) 的责难。市j戚妥玛认为，福四事件是杀害中国人的偶

然事件， f也不承认杀人罪责在福四F 可是马嘉里的被害，最大的

可能性是中国官员下令军队谋杀持有巾国护照的英国官员的结

果，因此，中国应该承认其杀人罪责。对于福四事件，由于两国

的见解不同，在以后的交涉中每每产生分歧。

戚妥玛认为，有必要明确表明英国方面的态度，要求18 日与

总理衙门会谈。翌日，即19 日，沈桂芬、毛相熙、董梅、崇厚应

邀从总理衙门赴英公使馆拜访，会见了威妥玛及傅磊斯 (Fras叫、

格维讷 (Grosveno r ) 、梅辉立 (Mayers) 、额维慈〈爱 i15 华

荐) (Edwardes) ③。席上，沈桂芬说明，一、二日内将把云南

督抚有关在云南进行调查与裁决的命令抄本递交英国公使。

对此，威妥玛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 )本事件的调查

工作须有英国官员参加J ( 2 )拟i辰一、二名领事参与此事件的

最后裁决; (3) 印度政府官员是否参加，由印度总督酌定。之

①恭亲王款威妥玛， 1875年 8 月 17 日 F O. 405/17/lncl, 5 in No 
87 (F. O. 17/743). 这-天，印度总督打电报给威妥玛，说柏郎已回到仰光，如
果须他作证，可把他送到北京。(艾奇逊数威妥玛，总督l临时驻地， 1875年 3 月 17

日 F. O. 405/19 Inc!. 9 in No. 47) .后来柏郎确实到了土浴。
② 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8 月 18 日， F. O. 405/17/ 1nc1. 6 in 

No. 87 (F. O. 19/743)。其汉译文见‘英钦差成妥玛照复马嘉里在澳被找-案与
稻四案不同各缘由照会) (‘文献丛编，收〉。福四案是指中国政府雇用的英国人福

四，在山东省挠内其部下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时，福四用火枪tt殴打中国人，后因火枪

走火，打死了中国人一案.
③ 与中国大臣会谈记录，北京. 1875年 s 月 19 日. F. O. 405/17/1nc l, T 

in No. 87 (F. O. 1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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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挝 LU 今后交涉的两个提案: (1 )受害者的赔怯问题，

( z )停止调解正在讨论中的古巴问题。
关于前者，戚妥玛说"现在，本人有杖决定赔偿数额，但

如交涉时间过长，本国政府将考虑下达不同数额的指令"，并表

示在关于赔偿问题的交楼中自己是有功的。关于后者，则以"各

国公使间由戚妥玛居中联络，如云南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立

即将此 iií 1况转告他们押的言辞，再次进行威胁。

公战结束时‘，戚妥玛还声陈已函召海军中将赖德北上。他

说，这种邀请"确无敌卒 ， illi是就近商量"。显然，这是威胁，

正如王绳祖先生批i手的那样， "是西洋资本主义国家一贯对待中

国的 4炮舰P 政策"。

听了威妥玛带有威胁的说明，诸大臣只能点头称是: "这是

15年米阁下所表示的极大宽容， faI为消除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分歧

所尽之力，将铭刻在心。"对戚妥玛则一再持怀柔态度，说，"在权

限FE围之内的可以实施，其它则须与恭亲王相谈后再作答复。"

当日，总理衙门便将事件上秦〈见21 日上谕) ，但据王绳

祖、岑练英两位先生说，鉴于中俄伊犁事件和前年日本侵占台湾

事件的教训，总理衙门希望在马嘉里事件的处理上持慎重态度。⑦

l主n币，对戚妥玛提出的中止古巴问题的讨论或邀请海军中将赖德

北上等威胁性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而为避免纠纷始终采

取了软弱的态度。

成妥玛与大臣们约定，次日 (20 日)将派傅磊斯和梅辉 k前

往总理衙门继续协商。

(二)

当 J二三言谈结束后，戚妥玛又把第 2k将要讨论的议题作为备

① 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及威妥玛的任务，请参照石井孝 2 ‘明治初期的目本与
东亚) (有邻堂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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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送交总理衙门。①这份备忘求中肯白天去谈时未提出的新的

附加条件，内容如下z

求z

( 1 )恭亲王上秦皇帝的白-关马嘉里事件的要稿与现

先交他过目。同时，谕旨须刊于京报。

( 2 )赔偿金额15万两白惧。

此外，戚妥玛还提出了与马嘉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 3 项费

第一，天津条约第 4 款〈驻京公使待遇)进行必雯

的修改，

第二，修改天津条约第28款中关 F英国商品的关盹

和厘金等内容s

第三，商定其它未解决的向英国臣民赔陆损失的问

题。

这里，以马嘉里事件为契机，威妥玛将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

公然提出来 r。王绳祖先生对威妥玛的这些要求进行了评论和分

析z "他的解择是，和平解决很少希望，而防止未来事件发 '1:.

尤重于纠正既往的错误，所以乘机迫使清政府采取措施.:喝足洋

人要求的两点，优待驻京公使和厘金问题。"②

次日 (20 日) ，戚妥玛又将作为被确认的备忘或及其褂充指

令，③由傅磊斯和梅辉主带至总理衙门，其内容如下:

( 1 )调查、裁判苦无英国官员参加，将不能保证

今后英国政府不再提出种种要求s

( 2 )若能圆满完成对此事件的调查、截判，英、i斗

政府将不要求根据中国法律实施其他处罚 F

① 威妥玛敖总理衙门，北京， 1875年 9 月 13 日 F. O. 405/17/Inc t, 8 

ín No. 87 (F. O. 17/743) 。转交总理衙门的备忘录，北京• 187 :1 年 3 'I! 9 U , 
F. 0 405/17/Inc1. 9 in No 87 (F. O. 17 [743) 。

② 前引玉绳祖论文。

③ 给{嗯雷斯与梅辉主的指令部J 备忘示，北束. J 8几年 3 n 2) 日， F.0.i)3/
t7 /Inc l. 10 in No. 87 (F. O. 1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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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印度政府若再次派队赴云南，沟监督贸易起

址，配备}.j:有护照的英国官员，驻在大理府和云南府，

( 4 )赔偿15万两数内，拟以 8 万两赔偿马嘉里家

属 B 万两偿付英商等要求， 9 万两赔偿印度政府第 1

次以适探路队的损失。此 8 项赔偿费的确定未经英国政

府与印度政府协商，完全是由威妥玛一个人提出来的。

中川 jj而如接受以上备忘录和这个指令，除15万两赔偿

费升，可以保证别无它求。

以上话点中，赔偿一项并非英国政府训令，而是戚妥玛擅自

快寇的，后来他所在国政府要求他将问题加以说明。因而， 19 日

的会谈刚开始，戚妥玛即将议寇的备忘录及其补充内容提了出

来，这些东西以后成了云南问题交涉中英方的基本要求。

{哼磊斯和梅辉主自下午 2 点起在总理衙门与昨夭的与公者开

始了 2iiE c ①大臣们听取了有关印度政府第2次派队的设想及持

有护照的英国官员要求在云南陆留问题的说明。当对方提出"持

有护照的外国官员拥有在中国内陆旅行的权利，这在条约上无争

论之余地。但这些官员在某地逗留时，其作为旅行者的身份在多

长时间内自放?"的反问时，大臣们感到难以回答。

至于对与马嘉里事件无关的关于修改天津条约第 4款的要

求，大12".用下面-席话委婉地拒绝，他说: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

态度 fi少许改善。但这种改善是逐渐的，如急于求成，即使由衙

门出面，终归也会失败。"关于备忘录中其它要求，大臣们称尚

未与恭亲王商议，无故回答，但表示在两天后的22 日给予答复。

在事态进展并-f顺利的情况下迎来了 22 日，但这一天送来的

是两个复照，威妥玛的期待落空了。

关于事先阅读奏文一事，以"衙门向皇帝提交的文书，是加

盖封印的挫密书类"， "呈送皇帝前，不能传给外国公使阅读"

(D 与中国大臣会谈记录，北京， 1875年 8 月 20 日 F o. 405/17! In cl. 11 

in No 87 (F. O. 171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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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而予以拒绝。①另外对备忘录，②明确作了以下 3 点答

复 2

( 1 )现阶段的正确方针是，二i书督抚选派有能力

且公正的官员，将事实真相调查清楚，以期得到尚志

的处置F

(2)印度报队的目的，当初理解为"旅行"，印度

政府若筹划i再次派队，其目的当与第 1 次同，故不括:人

可配备英国官员在云南特远地区监督贸易的要求;

( 3 )赔偿金额问题，当依据调查结果裁定。

其次，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它要求，总理衙门认沟 1~ 属

于协议范围 J i斐，自必要判定 J ì币作了如下的补充说明 E

( 1 )关于外国公使的待遇问题，应该遵奉礼仪之

战。自缔结条约以来，此事屡屡成了议论的付象。 41:前年

的 5 国公使与总理衙门的协寇中，又采用了一系列手

段。大臣们根据当前状况受命禁止结结其它协议。

(2) 关于修改条约第28款问题，前此已经数度议

论，且表明了见解，这个问题母当今事件毫不相 F。

在总理衙门的复照中，还送来了恭亲玉的亲笔信，③其内容

也只是命云南督抚将调查结果上亮，说皇帝业己颁友谕旨。-:D总

之，这一天，戚妥玛得到的回答表明，英国方面的要求被拒绝

了。这对，自志顽强、切望按照自己的想法解决悬案的戚妥玛未

① 总理衙门致威妥码， 1875年 s 月 22 日 F 0 , 4J5/17/Incl, 13 in NO.87 
(F , 0 , 17/743) 
② 总理衙门的备忘录， 1875年 8 月 22 日， F , 0 , 4)5/17/Inc1. 13 in ::-';0 , 

87 (F , 0 , 17/743) 。

③ 恭亲王致威妥玛， 1875年 8 月 22 日 F 0 , 405/17/Inc1. 14 in No 87 
(F , 0 , 17/743) 。

④ 《光绪皇帝实录) (卷四一八)，光绪元年二月三E午谕旨.这道谕旨的翻 i手与注

③谕旨相比，其中"英国注意云南等处，已非一日，现欲藉此开衅，以为要挟之计"，
"总期边衅可息，后患无虞.方为妥善"之句未泽出。这些被省略的地方，恰是子
英国不利之处。在《清季外交史料) (卷→《总署卖菜员马嘉旦被战-案英使词意区测

请加意边防海防折，附上谕〉中 3 月 3 日、 12 日威妥玛照会的汉泽件，刊在21 日的

土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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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与-难以容忍的。于是，他决寇反击。

(三〉

戚妥玛反击的第一着是从对"谕旨"的字句提出抗议开始

的。①谕旨中"命督抚 4查办'"，实际上等于"英国官员抵达云

南之前就开始 4查办， " ，这就否定了威妥玛"派英国官员参加

调查为必不可缺"的要求，戚妥玛对"如此重大事件不能视而不

见" ，因而提出了抗议。以后云南问题的调查或裁决必须保证有

英国官员参与，一一威妥玛这一要求逐渐公开化了。

反击的第二着是，利用对古巴问题的调停进行威胁。②尽管

威妥玛在19 日的会谈中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但22 日他在英国公使

馆召集俄、美、德、沾公使谈话Ht却说z 本来"马嘉里事件在驻

京外国人中公开之前， (威妥玛〉在古巴问题 k将继续进行调

停"，现在"在北京的外国人已经从中国方面的情报中得知马嘉

里被害的消息" t，本人将不可能同四国公使为古巴问题而原

力"。对此，回国公使声明: "戚妥玛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决

定附和他的行动，一齐停止参加古巴问题的讨论，并委托他起草

共同声明，照会恭亲玉。"威妥玛曾说: "我的同僚与我通力协

作，并非出于我的特殊邀请。"但从威妥码在调停古巴问题的作

用七看，他的一举一动无疑对四国公使具有强制性的影响。王绳

祖先生对这个向题提出了重要的论点z ③"但是，四国公使不同

意把彼此毫不相干的通商和优待驻京公使两项与马嘉里案牵连在

--起，使交涉事件更加复杂。"

对谕旨的抗议书连同归国公使会谈纪耍，当即在22与23 日棉

① 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s 月 22日〈‘英钦差威妥玛照复马翻译官被
戴一案应由两国会同办理照会)， (文献丛编，收， F .O.405/17/Incl, 15 in No. 
87 (F. O. 17/743) 

② 威妥玛致德比，上海， 1875年 4 月 17 日， F. 0 , 405/17/94. 

@前引主绳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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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递交恭亲王。①{旦回国公使的共同声明却被隐匿下来 l可j呆曾呈

交。

为寻求事态的解决， 24 日，威妥玛在公使馆 4 随员陪同下，

在总理衙门与恭亲王进行了会谈。②谈判桌七，戚妥玛以"限定

云南问题的项目"的名义，再次提出英国官员参加事件的调查与

裁定，以及15万两赔偿费问题。具体要求是z 发给英国官员从中

国陆路或缅甸去云南的护照，中国承认印度总督派队的必要性，

并发给第2次派队用的护照(这一点与去年发给马嘉里护照的形式

相同〉。③恭亲王说，对于威妥玛的要求，已在22日由总理衙门

予以答复，遂未加以理睬。关 T赔怯费事项，恭亲王表示对所列

数额尚不理解，但他保证支付一定的赔偿费。戚妥玛对恭亲王的

回答不能满击，再次要求"依文书回答"。这次平行的会谈就这

样结束了。④

25 日，戚卖玛将四国公使共同声明的译稿，作为最后~-_......张王

牌送给了恭亲玉，⑤示意古巴问题的解决必将触到暗礁。为促使

签发护照，他说 t，列位大臣应考虑我所提出的在云南古设置领

事恒的主张"， "我本人以及印度政府关于护照权问题，丝毫没

有超越条约规寇的妻求"J U昨日，我提出的自关英国臣民R贸

易事茧，是根据发生在南昌、费州及近日在腾越的凶杀事件，认

为有必要报英国官员前往内地长期驻留"而"做了如此说明"。⑤

① 成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8 月 23 日， F. O. 4%/17flnc!. !6 in 

:-1 0.87 (F. 0 , 17/743) 。

② 总理衙门会谈记录， 1875年 3 月 24 日 F 0.405/17 Jlncl. 17 in NO.8 

(F , 0 , 17/743) 。

③ 备忘录， 1 875年 8 月 24 日仅云南凶案之要宜清单)， (文献丛编'收) , 
f , 0.4)5/ 17/lncl , 19 in No. 87 (F , 0 , 17/743) 0 

③ 成~吗因使馆后，即将当天提出要求的内容报告了德比。见威妥同致德比，

也隶. 1875 年 8 月 24 日， F , 0 , 405/17/创刊. O. 17/743) 。

⑤ 威妥玛致恭亲玉，北京， 1875年 s 月 25 日， F. O. 405/17 Jlncl, 2~ in 

页。 .87 (F , 0 , 17/743) 。

⑥ 成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s 月 25 日〈‘英钦差威妥玛述明此派官赴澳

系察看商情并非派为领事照会~ , ‘文献丛编'收)， F ， O 40'5 /17 Incl , 21 in 

No , '67 (F , O. 1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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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圣玛还作出表示让步的姿态。

威妥玛执拗的反击，迫使恭亲王再次携带备忘录与其磋商。

结果，恭亲王一面重复22 日的答复，一面依威妥玛所言处理了有

关事宜，即执行天津条约第16款，并通知有关人员按天津条约第

9 款及给与去年相同的护照。恭亲王不得不后退一步。①事态开

始按戚妥玛的步调发展。

第2j斗 (26 日) ，戚妥玛不失时机地送来了 8 份护照。在附文

中，②戚妥玛反复陈述其一贯主张"我当初强调参照过去的经

验，即没有外国官员监视的裁决，不可能取得使本政府满意的结

果"， "即使赔偿 1000 万两，也比不上满足这些条件的要求"。

为保证实现威妥玛的如上要求.在送去的护照中附有马嘉里事件

的概要，以及须有英员赴滇参与此事调查、审理等的长篇记载。

这简直不象护照，③因而招致总理衙门的反驳。

但戚妥玛决心以护照为突破口，所以在护照的加盖印章问题

上采取了非常的手段进行威逼，并眼令"总理衙门在29 日子刻以

前退回盖印之护照。假如这一要求不被接受，我与阁下(恭亲王7

的关系将视为断绝。当我认为有必要如此处置时，本公使馆将委

托友好国之公使代为保护，本公使及各随员将撤出北京"。

戚妥玛还强调， 27 日已将 4 个文书递交了恭亲王。其中指出

"中固政府应当了解，赔偿与所谓惩治凶犯问题迥然不同。假如

中归政府同意15万两的数额，该数额将包括一切经济方面的补

()) 恭亲王致威妥，1L 1875年 3 月 25 日 F O. 405/17/1nc l, 22 in No. 81 

(F. O. 17/743) 。恭亲王紧急公文所附的备忘录， 1875年 3 月 25 日， F. O. 405 

/17 /l ncl. 23 in' No. 87 (F ,,0. 17/743). 

。 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3 月 26 日( <<英钦差威妥玛照复云南凶案如
无关 fn'ìl审断视为妥协照会)， <<文献丛编》收) , F O. 405/17/1ncI. 24 in 

No f- 7 (F. O. 17/743) 。这一天，威妥玛致电德比，告知对此事已采取了强硬

孚段。成妥玛玫德比，北京， 1875年 3 月 26 日 F 0.405/17/67 (F. o. 17/ 
743) • 

::9 护照的 iI细内容，参照F. O. 405/17 /lncl, 25 jn No. 87 (F. O. 17 

/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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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此事将电告本国政府"，①并希望中国政府尽早将赔偿问题

妥结。威妥玛说: "此时此刻，我最大的要求是对我提出的主张
予以书面答复。届时如不予以回答，我将按预告的采取行动。"
他还表明，关于19 日提出的问题以及与所谓这次事件毫无关系的
那些要求，也一并追究不让。这显然是一种威胁。②

总理衙门对送去的护照不能全盘承认，为此极力谋求对策。

首先，于28 日报沈桂芬、毛相熙、董怕、崇厚到公使馆，与威妥

玛讨论③如何打开僵局。席上，沈桂芬通报了嘉顺皇后的死说，

表示"在此悲痛时期，虱然大臣们、恭亲王百般忙碌，但为了与

威妥玛会谈，恭亲王仍掘出了代表"的诚意之后，传达了亲亲王

的答复，并提出两点z

( 1 )中国政府保证实现戚妥玛的要求，同意扩JF!

官员参与云南事件的调查和裁决。

(2) 送去的 3 个护照七记载的有关文件，要求作某

些文字上的改动。护照本是为保护旅行者而签发的证

件，作为"旅行护照" (simple travelling passport吟

使用。至于护照 I二所附的内容，威妥玛可另行交换备忘

录。

听到以上说明后，威妥玛与大臣们在护照问题上争吵起来。

威妥玛认为I "此次是派出正式使节，赴任地点也已确寇，既不

同于去年马嘉里时的情况，也不同干天津条约第 4 款规寇的 4纯

属旅斤护照'。"他还览: "护照记载的内容是经过再三斟酌

① 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3 月 21 日( (英钦差威主号玛续述派官赴澳槐
被优害各原委照会). c. 文献丛编，收入 F. O. 405/11/Incl. 27 in No.81 (F. 

0.11/743) 。此件相当于第 2 号文书。

②成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8 月 21 日 F O. 405/17/lncl. 28 i n 

No. 87(F. O. 17/143) , F. O. 415}17 }lnc1. 29 in No.87{F. O. 11/743) , 
比怜相当于第 3 、 4 号文书。在第 1 号文书中 (F. O. 405/17/1nc1. 26 in No. 

87 (F .0. 17/743) )中提出，签发沪照和保证裁判时须有英国官员会饲进行.
③ 与中菌大臣会谈记录， 1875年 3 月 28 日 F O.405/r7/Inc!. 31 in No. 

87 (F. O. 17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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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慎重考虑的"· "宽容与忍耐是在限度的"， "在没有充分的

理由可以改变我本人的要求的情况下，我当然要坚捋护照七的文

字不能改动"。大臣们对戚妥玛的反驳"无力答复" ，只能说z

"这是恭亲王所希塑的"， "不能在护照上盖印 '7 ，并把护照退

回给威妥玛。

戚妥玛不接受护照，而把话题转到了赔偿问题上。他说，他

己将15万两的赔偿细日报告了他的政府，政府对此次事件十分关

注。他认为，如果赔偿数额过少，索赔过低，他本人将受到责

备。虽然自己处境不利，但也要负责说服他的政府。威妥玛想以

此表明他解决赔偿问题的诚意。沈桂芬对此只表示z 恭亲王不回

避赔偿问题。

此时，戚妥玛突然改变态度，将护照问题与赔偿问题扯在一

起，以"如果恭亲王同志我(威妥玛〉要求的数额，则可考虑更改护

照上的文字"作为时价还价的新方案。但大臣们并未立即认可这

个提案，他们不得不再次把护照带回去。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双

方互不让步，白白浪费了时间。会谈结束后，威妥玛给恭亲王送

去了他的亲笔长信，①逼迫恭亲王做出最后决定。

(四〉

威妥玛的当务之急是要求尽快发给护照和答应赔偿，特别是

百苦，因为15万两的赔偿数额事先未经他本国政府训示，是他独

自进行交涉的，所以希望尽早解决。成要玛上述亲笔信是对限期

内交来护照和26、 27两日文书照会的答复。关于赔偿问题，他表

示: "中国方面如果同志15万两的赔偿，本人将使本国政府接受

这一数额，这一点已向恭亲王做了承诺"这个要求如被采纳，

←…一→←→

① 成妥玛孜恭亲王，北京， 1875 年 8 月 28 日 F. O. 405/17/lnc1. 31 ín 
No. 87 (F. O. 17/743) ({主Eft-22威妥玛再述滇省凶索之原委及前所开具之~
句宜照会>>， <<文献丛编'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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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英国官员将参加裁决，除依讼惩办凶犯外，不再提其它要求，

而且主述意向业已电告本国政府"。足见他在宗赔问题上的急切

心情。

戚妥玛的顽固态度，出乎总理衙门的意料。他在其亲笔信末

尾发出了警告z "限期内如得不到答复，无论赔陆应允与否，本

公使当即与阎下断交，率使馆全体人员撤离北京。尖系一旦破

裂，没有本国政府的命令是不能复交的。特此附笔。"这可以说

是玩弄最后通牒的词藻。但他另外又补充说，可派梅辉立商谈关

于撤回原先的护照，索取新护照的问题。显然，他是想在交涉过

程中再次把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引入他的圈套。

29 日，作为对亲笔信的回答，①恭亲王要求所用护照必须按

天津条约第 4款及去年马嘉里之例处理，如戚妥玛同志，即可盖

印签发护照F 关于赔偿问题，中国方面将考虑超额支付，但必须

按对马嘉里家属赔偿办法裁夺。恭亲王要求派梅辉立前来再次进

行具体的交涉。

戚妥玛得到此答复后，即派梅辉立前往总理衙门转达如下指·

令②z

( 1 )拒送新护照，但可扣原先护照土记载的条文

修改为"英国官员前往云南，参加过杀害英国官员的凶

手的审判"，以求得暂时的妥协。但又提出，扫 Jj须派

与英国官员地位相当的官员随行。

(2)赔偿金额15万两的细目问题，按原通知丘!三部t

分构成，反对专给马嘉里家属赔偿的裁寇。戈干赔偿问

题，今后凡非经本网政府训示提供的数额闷不能接受，

无须协商。

从指令的后一条吁以看出，威妥玛在赔偿问题上碰到中国方

① 恭亲王敖威妥玛， 1875年 3 )J 29 日， F. O. 405/17 /Incl. 32 in No. 87 

(F. O. 17/743) 。

② 给梅辉立指令的备忘动. 1875年 8 月 29 日 F. O. 405/17/Inc1. 34 j 应

No. 87 (F. O. 1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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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强硬态度，汗始为自己烛断专行的后果感到不安。

29 日，梅辉立从午后2点一在在总理衙门与沈桂芬、毛施熙、

董f句、崇厚、夏家楠、总办周家拥等进行会谈。①边是在限期即

将到来之前的重要金谈，威妥玛中途也参加了。

会谈中，比桂芬首先作了"关于赔偿问题，中国诀寇予以支

付"的说明，但梅辉立认为， "双方在对待赔偿问题七的角度币

闷， rþ同方面最终没有承认戚妥玛的提案，因此在这个问题卫不

i可能再达成协议"。最后按戚妥玛的指示中 11:了讨论。

接着，梅辉立介绍了事先准备好的用中文写的护照新内容

稿。沈桂芬"见到上面所写的内容，怒气冲冲地说，这篇辞令

是为我们准备的吗? ' "他显得很不愉快。董饷以"李泰国领事

(H.N.Lay) 半出将福四事件中的被告一一杀人凶手无罪释放"

为例，说"中罔不会象英国那样匆忙判决"，暗示对英国态度

的批评。!在先中国方面就对福四事件的处理心怀不桶，现在则豆

加表面化了。梅辉立反驳道: "那个事例不适合今天的事件。福

四被释放后，又再次逮捕，送回了乏末，重新进行了裁决'门提

出要求中国官员随同前往云南的新提案。

大臣们见此提案，叫喊道: "如此提法，真是令人难以想

象PF ， "威妥玛分明欲置我们于困境"。由于大臣们表示"总理

向门对于那种随行官员没有任命权'门梅辉主遂提出， "衙门可

对南京的大臣{/il王作，以谋求实现我们的要求"的"临场"提

案。从上面的争吵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大臣们预想之外的新方

案，闪而他们"被难住了"，毛祠熙、崇厚、周家榻跑到另一个

房间去磋商。此间，沈桂芬说: "总理衙门必须与恭亲王商量.

恭亲王由于忙于准备皇后的葬礼，难以在今天答复所提的要求。"

梅辉立称z "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回答。"这时，周家相从

房间出来，说z "如能得到指令，今晚将予以答复。威妥玛26 日

① 梅辉立在总理衙门会谈记录， 1875年 3 月 29 日 F O. 405/17/Inc1. 35 
.in No. 87 (F. O. 1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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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驴照和今天提出的护照中有关中国官员随行等问题均可得

到答复。在此暴露了总理衙门在对策上并非前后一致。

午后 9 时，总理衙门送来了文书①，但其内容与威妥玛所期

待的相反。恭亲王当时未归府邸，因而未能见到指令，只有等到

第2天才能得到答复。威妥玛当即声称句 "最后的期限寇在今

晚12时终了肘，希望阁下记住这个时间。但因收到了今天的文

书，将于明天指定的时间内派梅晖立前往。"这样，戚妥玛暂时

词意了延民答复的时间。

30 日，梅辉江在赴总理衙门之前，再次接受了成妥玛如下的

指令③z

( 1 )期限寇于今夜12时。女1I对方不能按要求回

答，则通告断绝外交关系。

(2)要求发给印度政府第2次派出的探路队的护照，

该护照与赴云南的英国官员的护照相同。如遭拒绝，则将

25 日恭亲王保证的"与去年的情况相同，不拒绝向使节

签发护照"的发言提出来。

( 3 )质问对方，随同英rn官员入滇之中国官员为

何由北洋大臣选拔?

(4) 22 日送去的谕旨，为何官报未予刊载?

(5 )抗议董怕关于与福四事件有关的发言。

这一来梅辉立与大臣们的会谈使第 1 期交涉进入了高潮。④

① 总理衍门致戚妥玛. 1875年 8 月 29 日午后 9 时. F. O. 405/17 /Incl. 36 

;i n No. 87 (F. O. 17/743) 
② E究妥内政总理衙门， 1875年 3 月 29 日，午后 9 时 F O. 405/17 /lnc l, 

37 in No. 87 (F. O. 17/743) • 

③ 给梅辉立先生指令的备忘录. 1875年 8 月 30 日 F O. 405/17/Incl. H 

in No 87 (F. 0.17/743). 在派梅辉立前往总理衙门之前，威妥玛通告恭亲王g
"停止这个问题(护照的签发及所捷的"保证" )的协商与交涉。如不能实现约定，
则视中国政府在愚弄我，从而与总理衙门的关系磁裂。 "F. O. 405fI7flnc!. 3T 

in No. 87 (F. O. 17/743) 。

④梅辉立拜访总理衙门记录， 1875年 8 月 30 日， F. O. 405/17/lncl. 4Z 
in No. 87 (F. O. 1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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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沈桂芬的反言可以看出请政附有所让步，他说$

"恭亲玉决定同意提案中的护照变更方案，即同意根据昨天提案

E卡的文字要求发给护照 F 任命与英国官员随行的中国官员。"梅

辉立逐条阐述了所受指令，对董怕关于福四事件的发言提出了抗

议。董怕再次予以反驳"李泰国领事根据在乏宋英方的指示匆

忙做出的裁决，中国决不承认。"周家帽也以讽刺的口吻厉声表

示: "关于福囚，我们耍求的是对所犯罪行的补偿"，并驳斥了

英国方面对福四事件的处理。会谈时间很快即告结束，紧接着送

来了恭亲王的亲笔信①。其内容一如白天会谈中沈桂芬所表示的

那样，即(1) 29 日送去加盖印章护照 4件，并退回26日的护

照J (2)恭亲王保证英国官员出席审判J (3) 本日所答复的内

容，将问云南督抚传达，等等。关于以后签发此类护照问题，恭

亲王说: "应该承认，我们已超越了以前的规定，这是因考虑到

马嘉里的布幸遇害。但这不能作为先例。"②这个问题反映了中

国方面最在近一系列交涉中向英国屈服了。

31 日，戚妥玛送去回信，对恭亲王表示"感 i诲谢穿射j尸"。③信叶

说= "29 口夜，根据沈挂芬大臣的文书，得知北洋大臣己选派随

行的中国官员"， "请通知由北洋大臣联络和选派的官员，并尽

早决定出发时间"。在以后的交涉中，按英人所期望的，由北洋

大臣李鸿章出面了。

同日，威妥玛将26日以来的交涉经过及结果电告了英国外交

部，④说"长期以来所抗争的重要权利得到了保证"，对交涉的

结果应当满意。但关于赔偿问题，电文说: "赔偿问题并非我本

① 恭亲王致威妥玛， 1875年 8 月 30 日， F O. 405f17flncl. 44 in No. 87 
(F. 0.17/743) • 
② 恭亲王致威妥玛， 1875年 4 月 14 日， F O. 405/17/Inc1. 1 in No. 

102. 
③ 威妥玛敖恭亲王，北京， 1875年 8 月 31 日， F. O. 405/17/l ncl. 44 in 

No. 87 (F. O. 17/743) 。

也J 威妥鸡致德比，北京， 1875年 3 月 31 日 F O. 405/17/68 (F. O. 17 
/7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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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强求的条件，对这个问题仅提出了 4劝告'。因而恭亲王同JZ

给马嘉里家属的指定数额按恩顾(favour) 给予，所以我拒绝

了，并问中方说明，这个问题因无训令不能进行讨论。"戚妥玛

对赔偿问题做了阐述， f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强断专行来个"急刹

4 月 1 日，威妥玛说，准备派往云南的英国官员拟于 4 月 25

日由上海出发。①2 日，戚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允许英国官员为

执行任务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访问任何想访问的人"的要求。②

当天傍晚，成罢玛即从北京出发去上海了。

结语

成妥玛途经天津时命领事孟甘拜访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

章，再次明确"他所任命的官员的任务，不是为参加调查，而是

要保证持护照去云南的英国官员的安全"。③ 4 日，李:鸣章向:恭

亲王报告说:④"作为英国官员的随行人员，我志是天津海防同

知宋宝华最适任。"从此，在云南问题的交涉中，李鸿章开始出

头露面了。

6 日，英国外交大臣德比给前去七海的威妥玛打了电报.辛勤

对 8 月 11 日以来的对请交涉予以承认，但说赔偿问题 "15万两数

① 威妥玛玫恭亲玉，北京， 1875年 4 月 1 日， F. O. 4)5/18/Inc1. 1 in 

No 9 ( <<英钦差威妥玛派赴澳省官员起程日期照2引， ‘文献丛编》收〉。
② 威妥玛致恭亲王，北京， 1875年 4 月 2 日， F. O. 405/18/Incl. 2 in 

NO.9(<芙钦差威妥玛请咨云贵督挠候所派确查凶案之英官到l后令伊等实力助行照
会). (文献丛编，收) .在梅辉立的英文回报中有"大臣们明确反对英国官员前往

所希望的地方"而汉译文则为"不便趋赴之处……彼此商酌"等词。
③ 威妥玛玫德比，上海， 1875年 4 月 17 日 F. O. 405/17/92. 
④ 恭亲王致威妥玛， 1975年 4 月 6 日 F. O. 405/17/ Inc!. in No. 9~o 

李鸿章对宋宝华的任命，参看《论滇边城杀马嘉里. (<<李文忠公(鸿章〉全集部 i苦

署函稿卷兰) • 

⑤ 德比致威妥玛， 1875年 4 月 G 日，下午 5 点 43分 F O.405/17/63(F. 
哩。. 1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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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提出，相信有充分的根据，夫于这一点，希望得到您更进一

步的说明"。威妥玛10 日抵达上海， 14 日送去了对德比11 日来电

的复文。①关于赔偿问题，复文说: "在我以前的31 日的电报

中，我没有用 4要求'的字眼，而是用‘劝告'一词，请充分理

僻我措词的用意。但这份电文却似乎表明我在赔偿问题上的强

硬、固执态度。，…...我在中国去表的信件及备书录中所说 4要

求'一词，翻 i子成江语仅是 4提议'，或是 4迫切要求'，现在

必须考虑到布些用词是否过重。对我来说，唯一的 6要求'就是

护照问题。"戚妥玛再次为他的独断专行以及在这个问题的交涉

过程中陷得过深而进行辩解。关于赔偿数额，这里未作说明，但

在以后的交涉中它成了重要的内容。在芝宋条约中，赔偿数额为

20万两，超过了威妥玛最初提出的要求。

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两个，在第 1 期交涉过程中己显露端倪，

只因面临当时的种种要求丽被掩盖了。但戚妥玛并未死心，他向

外交大臣德比报告说z ②"西班牙公使准备同意协寇的文书，已

委托我等 5 国公使着手办理，我已建议总理衙门派大臣前来与我

等进行协商，故近三周古巴问题将优先于其它一切工作"， "之

后，我还将着手解决两个悬案"。他以此表明，在下一阶段交涉
中他将抓住此案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关于条约第 4 款，恭亲王在通知中说，早在1873年即与 5 因

公民缔结了协定，即使皇帝更迭仍可遵守不变。此外之事 a概不

能承认。⑨关于条约第28款，以前已有 5 个补充规定 (The five 

Supplementary General Regulation吟，近年来总理衙门拟制

① 威妥玛主主t~比，上海， 1875年 4 月 14 日 F 0.405/17/87 (F. 0.17 
/743) 。在此前 10日抵达土海的威妥玛致电印度总督称，在当地滞窑的数周间，将
让t辜比将抵达仰光的柏郎送至上海. (F. O. 405/17/7的。

② 威妥玛致德比，上海. 1875年 4 月 14 日 F 0.405/17/88. 
③ 恭亲王致威妥玛， 1875年 4 月 14 日， F. O. 40S!17{Incl. 1 in No.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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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有关退税 (drawback) 、免税证明 (exemption certificat的、

许可通过三项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协商，其它一概不能承认。①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任持不下，只好留待日后进→

步交涉了。

译自《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 2 号

周洋池、邢友德、自子明译

① 恭亲王致威妥玛. 1875年 4 月 14 日 F. O. 405/17/Inc!. 1 in No. 

102 。

注 F.O.405表示引用外交部机密文件，中国 (Foreigh Office Confiden

tia[ Papers. China) 之卷号， F. O. 17表示引用外交部一般信件，中国 (Foreigh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之资料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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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末年清朝洋务派的日本论

一一以李鸿章为中心

佐佐木扬

前

笔者在拙稿《论问治年间清朝官吏的日本观》①中曾探讨自

同治初年至1871年〈同治10年〉缔结日清修好条规时期清朝官吏

的日本论。本稿作为它的续编，贝Ij论述至同治末年，即1875年初

洋务派官僚的日本论。

关于同治年间的日中关系，除蒋廷触与金基赫在他们的通史

研究中②有所涉及外，诸如日清修好条规、琉球归属、出兵台湾

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在进行着。③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当事者一

① 佐佐木扬 I (论同治年间清朝宫克的日本观一一以缔结日清修好条规时期为中

心) ，载《佐贺大学教育学部研究论文集) ，第31集，第 2 号( 1 ), 1984年。

② T F 蒋(音评) I (中日外交关系 0870一 1894川，载《中国社会政治学刊. , 
X V II /1( 1933) , Key-hiuk Kim川东亚秩序的最后阶段 s 朝鲜、日本和中华帝国

0860-1882川，伯克莱1980年版.

③ 有关日清修好条规的研究，参看前引佐佐木论文"前言"部分。关于出兵台
湾及其背景的琉球问题，研究者很多。运用汉文史料，触及中国方面情况者有z 许世

榻的《台湾事件(1871-1874年川，载‘国际政治)，1964年第 2 号仅日本外交史谙

问题 E 吟， 1965年，栗原纯的《台湾事件 0871一1874年) -一作为琉球政策转机的

出兵台湾)，载《史学杂志问 87编，第 9 号， 1978年，金城正笃的《琉球处分论>，冲绳

时报社1978年，石井孝的《明治初期的日本与东亚>，有邻堂1982年，梁嘉彬的 e琉球

亡国中日争持考实〈上、下) > ，载‘大陆杂志>，第48卷，第5-6期， 1974年 s 王绳祖

的 <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和英国的外交活动>，载《中英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年，海曼·库布林的《琉球之争期间中国的态度0871-1881)>，刊于 1太平洋历

史评论， XVm/2(949)，严苏菲{音译}的《台湾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忱 0835-

1874川，哈姆登〈康涅狄格)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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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中国在关人员，在各个时期怎样看待日本的政策问题，只有

部分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通过19世纪60 、 70年代中国洋务运
动的开展，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以及日洁修好条规的缔结，出

现 f以这一日中关系新发展为背景的时代趋势，那么当时的清朝

官吏到底如何看待变化中的日本的形象呢?以他们的日本现为依

据的对日政策的构想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

衬论。①本稿作为进一步研究上述问题的一个阶梯，探讨问治末

年的社务派，特别是以在对日交涉中的首要人物、直隶总督兼北

样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的日本论。

在虫料方面，本稿与前稿相 ，Ç;] ， 以《筹办夷务始末》与电李

文忠公全集>> "与主要依据。②除江文虫料外，为了说明当时日本

论的情报来源，还查阅了 <<~t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

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这是一份在

对外开放港口发行的古代表性的欧文报纸。同治年间，由于清朝

古克几乎不曾赴日，③故此，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从1860年代起便令

所1-\.进行翻释，以获取海外消息，④他们在议论日本的现实动向

① 主主于中国人的明治维新观的问题，佐藤三郎及王晓秋均有研究。但两者均以

187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笔录为主要史料，而未触及同治年间出现的日本论。 f主旗三郎
古文章 1 ， (明治维新后日清战争前中国人对日本问题的研究) ，载《历史学研究>，第
83 号. lS40 年， 2 , <论明治初期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政治的见解)，载《山形大学纪要
(入文科学川，第 8 卷，第 4 号， 1977年 3 ， {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 ，吉 JII 弘文馆，

1984年 I 4，王晓秋的《洁末中国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载《世界历史.(增刊〉μ明 if1

维新的再探讨吟， 1981年。

@其它依据请参照叫每防档>>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Klt研究所， 1937 年)， <滔不
牛日韩美系史料川中央研究院近代先研究所， 1972年)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上

海， 1901年〉。此外还有最近刊行的《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二辑(中

央研究r'近代史研究所， 1984年) ，该辑是由以同治年归中国人对欧美R日本的认识为

主的资17 ‘筹办夷务始末》幸!1官侬们的文集汇集而成，是颇为便利的资料集。但有大

日本论ft料并未收集完全。

@ <筹办夷'ff始末) (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 1972年)，成丰丰月卷 77，页25 ，

!iiH台辆‘以下以《夷务·同》引用〉卷47，页20哀。<李文忠公全集刊文海出版社影，
印， 19f2年〉朋僚函稿(以下以《李集·朋僚》引用〉卷 1 ，页22袭。

@ 作为例外， 1872年玛丽亚·罗·丝号事件时，陈福勋〈补用问知候补知县〉

为 sl被怀，困苦力，受两江总督委派前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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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多依据此类新闻报导。

日清修好条规缔结后的日本论

首先将前稿的要点简述如下z

从1860年代开始，在→部分清朝官吏提倡的洋务运动的理论

中，开始注意了同时代日本的动向。他们的日本论大体归纳扣下E

(一〉日本推行购买、使用、制造新式武器和船

舰，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自强政策，其结果使日本在对

付列强侵略上处于比中国更有利的地位。

〈二〉鉴于明代的倭寇事件，日本推行自强政策，

强化后的日本.将构成对中国的威胁。

〈三〉日本可能企图岳并朝鲜，这·点较之英、法、

美更具有危险性。

1870年秋，日本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绪结日清条约，请政府

方面即以上述认识为立足点予以应付。第三年，以直隶总督兼北

洋犬臣李鸿章为中心，曾经兰次拟定对日条约草案。清政府方

面，由李鸿章为全权代表总负其责，以江苏布政使!在宝时、津海

关道陈饮为辅佐，具体起草条约草案。 1871年 7 月，日本全权代

表伊达宗城来华进行交涉，清政府抑止了日本方面的某些主张，

而以其所拟草案为基础，完成了日清友好条规的签订。清廷对日

缔约的基本方针，县然并未把正在推进自强的日本作为中国的敌

人加以判断， fB清朝当局只注视幕府末期以来日本的自强努力，

而忽视了当时明治维新的变革。

1871年 9 月 13 日签署的日请修好条规.使清政府在对日交涉

中的意图基本得到满足。李鸿章在同年11月 5 日寄给福建巡抚主

凯泰①的信中写道 z

① 王凯泰(1823一 1875年，道光三卜年进士〉于同治二年入淮军在府，以后与

李鸿章关系密切。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年，第 324 、

:334-336 、 385-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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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颇为西人引重，其制造、铁厂、铁路、练

兵、设关，→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惟诸侯擅权育似

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

自明成祖强封为日本王后.三百余年倭患遂起。今因中

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愿从此。"

信中一方面承认日本欧化政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乐观地揣测日

本因废嚣置县将造成国内不和，而对中国并无侵略意图。中国与

其捕结修好条规，应该感到满意。①

可是，自 1860年代以后，中国为了推进自强政策，曾引证日

本之事例，至日清修好条规签汀后，仍继续可见。亦即" 1872年

1 月 23 日内阁学士宋晋上奏时，提出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建

造的汽船浪费了巨额本款而无实际作用，建议停止造船。②北京

政府当日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五名有关地方大员发出 i在询， 4 

月 7 日着李鸿章等三人通盘筹划。③接受i咨询的地方大员中，大

多数认为，虽然经费超过预算，且汽船的性能并不十分理想，但

仍应继续造船。特别是李鸿章还计划建立海运公司，以利用民间

资本制造国产汽船，在此基础上，于第二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④

其它且币论，曾国藩、李鸿章每说到继续造船时，都要论及

日本。如曾国藩针对在1872年 3 月 7 日受理的总理衙门的复信中

就曾提出为图自强不得停止造船，他说 z

"泰西各国轮船多而且精固，日本僻在东隅，新办

轮船问亦不少，位岂不惜经费，抑亦谋国者有所不得已

① 兑《李集·朋集) ，卷 11 ，页27表。关于废藩置县在‘北华捷报) (以下以

NCH引用)， Vll/234 (1 871年 10月 25 日) ，第 811-812页中说，当下诸侯(prjnc e .) 凰

未反对大变革，但难料今后如何。
@ 见《夷务·同) ，卷 84，页35表。

⑥ 见《夷务·饲) ，卷84，页 36袭，卷邸，页38表 39。

@ 对此问题，吕实强在《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有评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先

研究所1962年〉第230一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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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3 月 5 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也说z

"师门〈曾国藩〉本创议造船之人，自须力持寇见。

但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强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

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

不穷。中士则一、工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

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

信中对比了日本的君臣→体推进白强的情况，对中固的现状进行

了激烈的批评。②

此外，李鸿章于 6 月 20 日就造船问题所呈的长篇奏折，也曾

论证了为抵抗西方侵略必须学习西方的火器、船舰技术的道理:

"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多造轮船，

变用西洋军器。彼岂自图因国之志。盖为自保计也。日

本方欲自保而倡视我中国，中国叮不自为计乎。"

李鸿章在秦文中以日本为例，提出为对抗日本，作为自强的~

环，不可停止造船之说。他还详述了采用西洋军舰的海防论，并

进一步说明煤铁国产化的必要性z

"日本现用西法开煤铁之矿，以兴大利，亦因与船

器相均表里。"③

李鸿章对洋务的关心，随着从武器、舰船等军事技术到一般近代

产业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其日本论的内容也不断深化。

日本对朝鲜与台湾的侵略

1871年 2-3 月，美国驻华公使锤斐迪 (Frederick F. Low) 

① ‘海防挡，乙，福州船厂(二)，页 326.
② ‘李集·朋僚-，卷12，页 8 ，表 4. 此外，李鸿章于 5 月 14 日给黄彭年的信

中也有论述 2 日本"上下→心饭依西士，机器、枪炮、战舰、铁1路事事取法英菜'.
!司书，卷 12，页14~是.

(争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以下以《李集·奏稿'引用) ，卷 19，页 45麦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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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本民政府之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以及为锦结与朝鲜的通商

条约，计划随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IS) 少将磨下的舰队

一起走上朝，并将此通报了总理衙门。①

芋鸿章十分关注美国的动向，于 4 月 9 日 在给总理衙门的 fJJ

中 fi' T如下表述z 美国与朝鲜缔约的目的并无攻击朝鲜之意图。

从日本专面来看，如 q该国政记》所述，很早以前门本就伺机吞

并朝鲜，且与西注诸国情好渐密，朝鲜恐不能单独抗之，日本实

为朝鲜之近邻大息。据新闻报导，日本由于政府高级官员被暗

杀，吕尚不和，深恐内乱四起，目前骂不能助洋人以谋朝鲜矣。②

根据以 t分析，李鸿章认为日本对朝鲜的威胁比美国更大，但他

的 1:骂依据是赖山阳的《日本政ib，而当时日本对外侵略的意

图，李鸿章并不了解。对日本内乱即起的观测，李则是依据叫t

华捷报p 的记载。③

楼斐迪公使在出发前通过请政府提出与朝鲜进行交涉，但一

开始即遭朝方拒绝。 6 月 1 日美朝战争在汉江口爆发。结果美国

舰队未达所期目的，'F 7 月 3 日从朝鲜撤退。③

运次美朝间的冲突使日中关系也受到了影响。这时，李鸿章

的属下陈钦与应宝时正在起草对日条约草案。关于美朝冲突，陈

钦论曰:

"此-区区高丽，彼尚畏之。若我再能连合日本，

则未jj各网， -ÿt 声势均已联络。一旦有事，纵难得其臂

片，亦 11]断彼之接访。此或亦制国人之才去。"

"ijj( H 制西"i:张的结果是在最终草案中插入了日中攻守同盟，

十一一一一一二

① 因保桥I占: <近代日割关系研究) (金三册) 1940年，原书房复刻 1973年，上

卷，第 87页 I Kim书，第56-57页.
⑦ 矿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以下以也李集. 1-罪署》引用)，~在 1 ，页 13，表G

14 。
@ NCHV I /203 (l ß71年 s 月 22 日) ，第 195 、 200-201页。

@ 回保桥书，第89-99页， Kìm书，第5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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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释为相互援助的条款。①李鸿章从前年与柳原使团接触时

起，就表明了中国对日本"外援"的想法。但是， 6 月 22 日在给

王凯泰的信中又说z"以东制西之说本不足恃"，②认为把日中条约

作为一种同盟条约来考虑未必合适。因此可以说，最终草案中之

所以插进了相互援助条款，其契机乃是朝鲜击退了美国舰队。这

个条款在排除伊达使团的反对后，作为日清修好条规的第 2 条确

立F来了。

现在看看日本对朝鲜的政策。 1871年 8 月 4 日，外务省倍废

藩置县之机，接收了对马藩对朝鲜的外交事务，特别是12月副岛

种臣就任外务相后，推动了日本政府对朝外交的改革。 1872年10

月原对朝交涉的意口釜山草梁倭馆移交外务省管拮。至此，历经

数世纪、由对马藩承担的日朝外交任务打上了休止符。但是，朝

鲜方面并不承认这个措置，此后日朝间的关系中断，直至1876 年

2 月 4 日缔结日朝友好条约方恢复。③

1872年秋，日本政府内部对朝鲜问题关注的同时，以去年末

台湾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事件为由，讨论了出兵台湾问题。日本政

府于1873年 2 月为庆贺同治帝亲政及批准日请修好条规换文，任

命副岛外相为出使中国全权大使。副岛同时还担负着试探清政府

对日本出兵朝鲜与台湾态度的使命。副岛大使于 4 月 30 日完成了

与李鸿章之间修好条趣的换文， 6 月 29 日词见问治皇帝， 7 月 9

日由天津回国。④

那么，这个期间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对外政策抱什么态度呢?

李鸿章自 1873 年起即→再表明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担心。作为中用

最早派遣的留美学生的监督的陈兰彬，在1872年 12月 4 日自美同

① 主莹: ~李鸿章与中日汀约087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f..
第88 、 92页，引自陈钦 7 月 31 日致总理衙门函.

@ ‘李集·朋僚) .卷 11 ，页 6 表.

⑧ m保桥书，第203一222页， Kjm书，第160-J65页。

每〕 参照自尊引佐佐木、许世楷、栗原纯、金城正笃、 lî井孝、梁嘉彬、王绳Hf.t告
论文。:失于派遣副岛前往中国事，韦恩. c .麦克威廉斯的文章们东方遇到京变了一
!\IJ 岛使团出使中国， 1873 年) ，日本纪念馆藏.XXX/3.1975年)有ì1-论。

• 53. 



寄给天津道台丁寿昌的信中云=日本在美国购买雷明顿(Reming

ton) 式后门枪子弹8000万发，订购军舰两艘，日本还声称要lii

兵朝鲜，说这是因兑中国将协助朝鲜之故。对于这些，李鸿章于

1873年 2 月 26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 z

"查日本报使往高丽，责问朝贡。向未闻于‘文若问，

豆豆声称构兵，并宣言中国助高丽。 15;殊 i危诵， jC广制精

利枪械，因志不在小也。"①

这里听说日本要求朝鲜朝贡，是指与幕府 fiE韩计划相关的1867年

的八户顺叔新闻稿事件，还是指以1869年初以来的"书契"问题

为契机的日朝纠纷问题? Ì'r-恬不得而知。③无论如何，从李鸿章

所言他对这个问题的内幕并不了解这一点即可看出，他没有得到

关于这个时期日朝关系的情报。

5 月 1 日，李鸿章与副岛种臣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副岛i丰

论了有关外交、沟提高日本的国防地位需坚决努力，以及治外话

权尚未被欧美列国承认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给李鸿章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但会谈未触及朝鲜问题。当李鸿章问及日朝关系是否

和平友好时，副岛作了如下回答z

"朝鲜世代与本国对马诸侯通商。自国主临政， ì者

u侯撤藩，朝鲜使问遂绝。屡次派人往说，该国置之不

理。书词的i多傲慢，现仍j量使劝谕。冀将永好无嫌，实

无住院用武之意。"

李鸿章对日 z

"近邻尤要和睦。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究， fL美

皆忘不在此。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

谓挟大欺小，珠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

这段话以法、美侵略为例，又援引日清修好条规，从而牵制了 H

① 《李文忠公全集~i幸署，卷 1 .页 43爽。
@ 参照佐佐木节，第28-31 、 36页.

• 54. 



本对朝鲜的侵略。①

可是，就在此时，李鸿章收到了"日本欲为琉球申理台湾生

蕃劫杀"的新闻情报。副岛并未言及此问题，李鸿章推测，清政

府已采取措施，不会为外国人提供估 I~ 。②

副岛大使 5 月 7 日抵京，就i昂见礼仪问题与总理衙门继续交

涉。 6 月 21 日又指派随员柳原前元和郑永宁前往总理衙门，试探

清政府对朝鲜及台湾问题的态度。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为"属

国"，但仅保留了"朝贡册封的典仪而已"，中国对其"内政教令飞

.ii和战权利"并不干顶。关于台湾问题，答z 对生蕃"置之化外

不甚理之气"政教之所不及"。而柳原则说，日本要向台湾"出使

问其罪"。对此清政府的答复是z 被杀害者为中国属国琉球国民，

井非日本人。③这次会谈给日本出兵台湾提供了依据，但会谈内

容未写成正式的外交文书。④

得知总理衙门与柳原的会谈情况后，李鸿章在 7 月 9 日写信

给总理衙门，陈述了如下内容z 首先同意总理衙门的见解，台湾

生番拢害琉球难民一案原与日本无干，即:目其萨摩民人与琉球间

有旧，代抱不平，而琉球是我中国属国，尽可自行申诉，无需日

本代询。关于日本对朝鲜的意图，李鸿章却表示非常忧惧。

① 《李文息公全集，译署，卷 1 .页43发45。副岛使团的《使清日记) 5 月 I

日条中未涉及朝鲜问题。《犬日本外交文书) (以下以《外交文书》引用) .第 6 卷，

第138-139页。

② 《李文忠公全巢) þ苦署，在11 ，页 46表。可以认为这一新闻情报是根据

NCH X/309 (I 873 年 4 月 13 日) .第 291-292页 I X / 310( 4 月 10 日).第 308页，

以及同上书第315-317页巾 E • W .萨托之琉球论而来.这篇论文依据新并向右的

‘琉球事赂，等论述的日琉关系史，特别是萨摩藩征服琉球之事，但对琉球风土、机

会各方面的 i~述则更为引人入胜。

③ 外交文书，第 6 卷，第177一 179页。

{主〉 关于这次会谈，中国方面的史料在出兵台湾的1874年 5 月 14 日给总理衙门的

土奏中仅夷务·同) .卷93. 页 27表〉布所涉及。此活的根据是g 柳原曾说"拟遣日本
人赴生番处说话"，后来郑永宁也只是说"若台湾生番地方，抵以造人告知，嗣后使有
人前往，好为相待"，日本方面并未言及派兵.但是，会谈时中国方面却理解成派
兵的意思，在李鸿章于1873年 6 月 25 日给两江总督李宗载的书信中仅李集·朋僚) • 

幸去 13. 页10) 就成了"牵及朝鲜，兴戎台湾生番号事事"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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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为我京土屏蔽，前明万历年间，平秀吉大举三

将，有度辽东图燕京之志。明故不得不兴兵接之。盖日本陆

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倭寇江浙出晏沿海肢体之

皂，倭侵高丽则均辽京根术之忧。"

李鸿章认为对中国的安全来说，朝鲜比江苏、浙江豆为重要。①

副岛大使归国途中路过天津， 7 月 7 日会见了李鸿章。在古

次金见中，副岛均未提政朝鲜与台湾问题。李鸿章持前述之判

断，与副岛泛论肘事，井问 z 丰臣秀吉想必系贵国千古杰出人

物，而今尚 1J似其人之善用兵者:否?副岛答曰 z 无。然秀吉征韩

匕年，军队唬惫，造榈川大捷势吞全韩，而秀古道莞，遗命班

师，其间盖 f'f夭意，是~~日本国虫所载历朝贤君相皆谆谆以不司

图朝鲜为戒。副岛说，日本近年叠次遣使通问朝鲜，主置不答。

李鸪章对曰:

"秀吉夫军，蹂躏该国约期过久，千里彤残。朝鲜君民

未尝不深耻切恨。嗣虽常修贡聘，谅非诚服。今贵国若不责

其朝贡，但以释衅修好均词，或者肯与友睦，亦未可知 g 若

用武强俑，断无能相和好之理。"

:此次会见仍未涉及台湾问题。@

另外，关 f向台湾派兵，柳原子 6 月 21 日向总理衙门通告，

当日夜郑永宁向孙士达〈李鸿章为接待副岛使因而派往总理衙门

的官员〉说明对牛番"尤切要假以戒武，今我济济勇士若始厅问

• 
① 《李文息公全集》译署，卷 1 ，页48，表49 。

② 《李文怠公全集，译署，卷 1 ，页49袭.‘使清日记> 7 月 7 日条中记载品在

李鸿章与副岛会谈中，朝鲜问题成了中心话题，但未记录。外交文书，第 6 卷，第

192一 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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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皆得其平，专以开导野蕃为乐"。①尽管如此，李鸿章并不担

心日本出兵台湾。可以认为这是他受来自台湾当地官吏所提供的

情报影响之故。李鸿章在 5 月 18 日给孙士达的信中说z 据台湾同

知黄维撞所报，生番地主险撞撞捷，美国人屡攻不成功。②又

在 7 月 9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到，以前曾调查过台湾生番杀夺

美国船只事件的游击吴世忠也讲过同样的话。③李鸿章认为，还

芙网也无法处置的生番，日本无论如何也不会进行讨伐。

李鸿章对日本侵略朝鲜持强烈的警惕态度。这是因为他从在

美国的陈兰彬处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④但不是有关现实的

日朝关系的消息。副岛在 5 片 1 日的会谈中就近日的日朝关系做

了说明，郑永宁也在 6 月 21 日夜间向孙士达讲述了"我国屡次遣

使致书要求友好，事己逾五六年，彼(朝鲜〉未曾接答，反而加

以提骂"。⑤然而李鸿章并未根据上述情况对副岛所说的日朝关系

现状予以注意，仅援引了历虫上乍臣秀吉出兵一事。@从李鸿章

所言朝鲜对日本只是"常修贡聘"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并不了

解日朝间的交邻关系。当时外国新闻记者不能进入锁国下的朝

鲜，有关朝鲜的新闻报导几乎等于零。⑦关于日本的国内情况，

① 外交文书，第 6 卷，第209页.此外尚可参照 e夷务·同h 卷 9 3 ，页27麦、

e李集·朋僚>，卷13，页10.

@ 《李集·朋僚'￥卷13，页 4 。

③ 《李集·译署> ，卷 1 ，页48.

④ 除前引1872年 12月 4 日的信外，陈兰彬还给李鸪章送去了关于日本情况的报
告.李鸿章于1873年 7 月 9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除写了就朝鲜问题与副岛的问答外，
还述说了在美国的陈兰彬的来函内容，函称J日本派子弟赴各国，学制枪炮，习驾轮

低等事，其人多强悍之气，且购回后门枪炮甚多，不知其意何后，殊可虑耳。"见《李
集·译署>，卷 1 ，页49.

⑤ 外交文书，第6 卷，第208页。

⑥ 仅限于管见，清末官吏言及丰臣秀吉此为初次。之前，在论及日本威胁时，
仅举历史上倭寇为例.

⑦ NCH X/307 (l 873年 8 月 20 日)，第248-249页登载了这样一件事 z 从朝
鲜的朝贡使应得到的情报说，在朝鲜，国玉的父亲非法摄政，握有实权，在击退i!、
美进攻后，更增强了握政信心，强化了对贵族和人民的高压政策.当问及在朝鲜有否
日本人肘，朝贡使臣答曰，听说约在兰年前日本人已全部回国。参见同书. X /308 
( 8 月 27 日) ，第265-2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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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从新闻中获悉的。至于日朝关系，可以说也只是仰赖历

史书得到一点有关的知识。

台湾事件(1874年)

国Ij岛外相归国后，因所谓的 llE韩论政变丽 f 1873 年10月辞

职9 此后以内务相大久保幸Ij通为首重组政府，为转移征韩派土族

的不满，于1874年 2 月 6 日正式决定出兵台湾。 4 月 4 日设置台

湾蕃地事务局，任命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都督。当时，英、美两

罔驻日公使抗议日本的出兵计划，且通告两国的船舶、人员停止

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受此冲击，于19 日;是在中止出兵，命令集结

在民崎的部队延期出发。但是，因乡都督不从令， 5 月 2 日擅自

决宅强行出兵，日本政府只得承认这一结局。

那么，对于出兵台湾一事，中国β丽的态度如何呢?在上

海、台湾、北京，经过预备交涉，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

于 9 月进京， 10月 31 日得到英国公使威妥玛 (T.F.Wade) 的调

停。至于日中两国互换条款及互换凭单签字的交涉，中国对日的

战争准备等等，因历来的研究均有详论，在此不再赘言。<1下面

就当时清政府对日本的革;图以及tij 兵的看法进行探讨。

(一〉出兵台湾与朝鲜

总理衙门得知日本出兵台湾的消息是来自 4 月 18 日英国驻日

公使巳夏礼 (H. S. Parkes) 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电报，电

文通报了日本的计划。继而从在北京的法西两国外交官、总、税

务可直在德 (R. Hart) R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载处也

传来了同样的情报。②起初总理衙门对日出兵台湾的情报持怀疑

态度。受命于总理衙门对事件进行调查的李鸿章，在 4 月 28 日给

卢
、
，
‘

① 参照前 51佐佐木、许世楠、菜原纯、金城正笃、石井孝、梁荔彬、王绳也

等人的论文。另严苏菲与栗原纯还有详细的研究。

② 《夷务·同)，卷93，页25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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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门的信中说，未见 FL7"通告出兵的文书，并且日清修好条规巳

A 批准互换，日使也i昂见了同治帝，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布所加强，

Il:l兵台湾之情报难以置信。李间章对于日本内情所持的态度，活

立足于如下的判断 z

"日本内乱甫平，其为似尚不足以图远，即欲用武莫先

高丽。江藤新平 i青代高丽，尚因不许而作乱。岂竟合积优弱

小之高丽，而先谋强梁梗化之生番。"①

-
E
.，
盛
，
.
、
，

李鸿章对口本对外侵略的目标是朝鲜而不是台湾的推测，是依据

去年副岛大使来华时之表示F i币关于征韩论和佐贺之乱，他则是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即《北华捷报)) 1874年 1 月至 3 月间对此

事所作的连载，如该报 2 月 26 日号对佐贺之乱做了如下的披露z

不满政府的秩禄 (Life Pension) 处分计划的士族鼓吹征韩，掀

起班乱。朝鲜遭陆、美侵略后，对日多出言不逊，且断绝了对日

之朝贡，临近朝鲜的肥前藩和萨摩藩更是不容胡鲜的无礼，强烈

主张对朝鲜进行声讨。③

此后不久，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均承认了日本出兵台湾的事

实， 5 月 11 日，总理衙门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抗议照会。 14 日，

由李鸿章举荐，命福建船政大臣沈碟桶前往台湾。李鸿章于 5 月

19 日在给总理阳门的信中说，确了了日本出兵朝鲜的新闻报导，③

然往朝鲜应由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渡海，不应由西南之长崎征发，

此恐为麻痹中国的谎报。⑧

① 《李集·译署>.卷 2 ，页20袭。

② 参照 NCH X rr /3560874.2.26) ，第 173页 g 同上 /3490874.1.8) ，第 27 页，

353(5.2) ，第 105一 106页， 355(2.19) ，第156一157页， 356(2.26) ，第1.71 -172 、

115一 176 、 180-181页， 357(5.3) ，第192页， 358(3.12) ，第220-221页， 359(3. 
19) ，第241页， 36 1< 4 ， 2) ，第288页。此外，当时日本政府怀疑江藤新平可能逃到上
海，驻上海领事品川请求两江总督李宗毒草将其逮捕引渡。向上 .358(3.12) .第220页。
K夷务·同) .卷 99. 页 41。外交文 ß，第 7 卷，第293页。

⑨ 参照NCH X n /3660874.5.幻，第403 、 410-411 页。

③ 《李焦·讳署) ，卷 2 .页 28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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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日本向台湾出兵过程中，请政府当权者对日本

有可能侵略朝鲜并非始终持在疑惧。 5 月 29 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的沈藻祯，在 7 月上句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函件中，传达了福

州船政局正监督日意格 (Prosper Marie Giguel) 的身11下意见 z

"日本尚有五千兵在长峙。台湾迫兵后，将从事高丽。

法美与高丽前隙未解，必以兵船15 之。高丽不足以敌三国。

若中国能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 fij 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

丽之民，停以保全。即使日本妄动，高丽为亦足支。"①

对此李鸿章在 7 月 7 日星信沈离帧 z

"高丽国小而金，熏赫不动。中国似未使功令与法美适

商。东洋平秀吉，昔以全力伐之.师老财弹而退。兹故惮于

发难。若得志于台，保不纵情再住。惟高丽地势险，人心

齐，即三国之为未必能操全胜。况美无远略 j去多内患。实

不暇此。"每

此生c李鸿章的朝鲜论，尚未超越副岛大使米华时之观点，但他判

断站、美无再图朝鲜之意，不赞成日辛格所谈朝鲜民抵抗日本的

侵略，而与拮、美缔结通商条约的意见。

另外，总理衙门则表示了与李鸿章不同的看泣。总理衙门 7

月 13 日呈递了如下奏文 z

"查日本凯舰朝鲜，匪伊朝夕。外国新闻纸屡言之，且

亦非也日本也。此次日意格所言，未必无因。若日本果欲逞

志朝鲜，兼有注美相助，势难漠视。至与法美立约通商之

① 《夷务·同>，卷94，页37表

② 《李集·朋僚>，卷14，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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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前各国屡有此意，历经臣衙门婉转阻止，今既有所

闻.谊应从实告知。"①

总理前门的上奏立即被批准，由礼部将这个密咨寄朝鲜国

玉。这个密咨给予朝鲜政府的冲击，成为其放弃排日政策的原因

之一。②朝鲜给清政府送来的回咨，将朝鲜的对外关系做了大略

如下的说I!f]: 朝鲜自明万历以后，与日本讲信修睦近三百年矣。

同治七年，日本边臣传来书契，称该国官制政令，多有变豆，今

当大修邻好云云。而文字称号，多违旧式，故难受纳，此后对日

关系产生困难。然日朝边民继缤往来交易，未尝有"启衅失和"。

而关于朝鲜无望与怯、美通商立约之事，早已通告总理衙门。根

据朝鲜以上回咨，要求晓谕日本勿气象兵妄动气至于不打算与

站、美缔约之事，请求情政府予以劝告。③清政府于10月 5 日就

朝鲜之回咨决定z 如何处理日在格的意见，应由朝鲜自行决定F

对日、法、美进行劝告，恐使三同产生异心，因此中国不能答应

朝鲜的请求。④

1866年法国舰队侵略朝鲜和舍门将军号事件以及1871年美舰

队选攻朝鲜之时，请政府礼部均咨文通报了朝鲜，但此举皆出于驻

北京外国使臣之请求而为，非属清政府白发行为。⑤关于日本对

朝鲜的侵略，与1867年的八户顺叔新闻寄稿事件的情况相同，尽

③ 《夷务. I司> ，卷94 ， :Ví31表。

② 固保桥 z第333页。 Kim: 第211-214页.原因环. (朝鲜之锁国镶夷论-一以金

孚默为中心，们觅潮'新15号， 1984年>，以这个密活的到来为分界，将朝鲜的锁国攘夷
期(1866一1880年〉分为前后两期.此外尚可参照原因环的(: 19世纪朝鲜对外的危
，机意识) (<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 ，第21集， 1984年〉。

③ 《夷务·网> ，卷97，页 15表 17 。

④ 《夷务·同>，卷97，页27表28. 总理衙门似乎认为，朝鲜企图以中串串的宗
锅关系为藉口，将对外关系上的麻烦推给清政府。关于美朝冲突，请参照187 1. 12.
24给总理衙门的秦拆仅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 188文书'‘夷务·同>，卷84，页24表).

⑤ 《夷务·同h卷42，页50袭51;页65麦 66，卷45. 页 10麦 13，卷80，页1231费
13及页 19.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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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次是根据怯国顾问的意见，而其恬报却不足为恃， {旦清政府

立刻采取了通报朝鲜的措置，却引人注目。在其背后，有着欧美

的意图，清政府考虑，欧美与朝鲜通商，并不造成对中国安全的

威胁，而日本则历来以侵占朝鲜领土为目标，这就形成了对中间

的重大威胁。

在这次日本出兵台湾进行军事威胁的过程中，眼;说新问报导

是总理衙门进行判断的依据之一，但对日本对朝鲜的意图和日朝

关系的真相并不了解，李鸿章个人的情况亦是如此。同以前胡鲜

遭受法、美侵略时的情况不同，有关日、胡关系的纠扮，朝鲜并

未通报清政府，①清政府对因玉政复古后的书男问题均契机而形

成的日、朝紧张关系，所收到发自朝鲜方面的正式道报乃属初

次。总之， i青政府于1880年代初在李鸿章的主导下，为抵抗日俄

侵略朝鲜采用了把朝鲜问题列入与欧美诸网缔结的条约中的政

策，这次总理衙门的措施则为其嘀矢。

(二〉出兵台湾的原因

下面就清朝当局如何看待日本山兵台湾的功机进{j'分析。李

鸿章 5 月 1 日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出了为抵制日水出兵实施对

美国的策动工作，以加强台湾的防卫。②这封信上附的 4 月 27 日

的"上海探信"，对日本出兵的动机作了如下说明:

"旧藩部属武士，都近内乱，不惬国束，请证高丽。不;

尤恐再生乱，故使之住打生番。不计胜敌。是驱若辈以从事

而已。乃国家调停、安插苦衷可谓荒谬绝伦矣。"③

李鸿章自己也在 6 月 2 日给沈碟帧，以及 5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

① 参照佐佐木的论文，第36 、 41-42页。

⑧ 《李集·译署)，卷 2 ，页 42衰。

③ 《李集·译署) ，卷 2 ，页25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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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Yt': 道=

"闻其萨明马岛兵力强横，撤藩怨望，藉词兴兵.另面

占越，而朝臣不能申!j .f.:p ，有意嗷其东犯，云云。"①

"该国果欲将 l日藩部兵变至远方安置，免在日本生

ZF. 亦未必肯实意向回 O "、L

而总理衙门也将上述看站，和与大久保交活结果的报告 l10月 31

日 L安 z

"该固有江藤新于之乱，虽就招抚，而乱民众多，无可

安插。新闻战中屡谓 i卖国敬将此项人众，安置台番境内。"~

J:A以上引文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日本方面因惧怕自 Iλl士

族不芋，特别是鹿儿岛主族不满，为转移其视线而出兵台湾。此观

点可谓击中要害。而这正与李鸿章当初对日本出兵朝鲜所作的判

断相吻合，他的依据是当时的新闻报道，即 4 月 25 日的《北华捷

报》。当时Æ未出兵，但该报已报道了出兵台湾的动向。天皇似乎

认为士族阶级郁积的愤壤，应使其有发泄的机会。日本政府在回

避与朝鲜去生战争的时候，极力避免了大规模摄乱的爆发，以作

为政府对主战派的妥协。这足允许萨摩藩热切希望发动的两次远

征中规模较小的→次。该报5: }j 30 日号谈到，④出兵台湾是为了

满足土族的战争狂热，作为对廉价的朝鲜战争的替代而断然实行

的。七族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以及强制维持的和平局面不祸，从

而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经常的威胁。因此.对台湾问题所采取的措

① e李集.}j)]僚 .， 'lti14 ， 页 4.

② 《李集. i手署， .卷 2 ，页 30 。

③ ‘夷务·网) ，卷98，页15表 16.

④ NCH X m /354 (1 874.4.2日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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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非但不是什么危险，而且还带来了有利的一面，井为他们提供

了用场。①

李鸿章在对日交桥之初即主张 F条约捕结后向日本派遣公使

租领事。而这件事在1887年才得以实现。在日本出兵台湾时， r 1" 
国尚未向日本派遣外交使臣，因此:{i关日本的政治、军事怕报，

均需依靠新闻报导或欧美外交官提供。②洁政府对日本出兵之

事及其具体的作战计划与兵力芋，均知之甚少。关)二日丰功 iílJ的

新闻报导，李鸿章并非全然相信，例如 9 月 30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

中曰:近闽《上海新闻报》之报道载"长崎电兵三万，若大久保

在北京谈判破裂，即遣兵北犯天津、大拈... ••• "李认为这是"虚

声恫喝"，无非冀我速就和议。③ u主论断并不说明他手中己掌握

确实的情报。

另外，与李鸿章或总理衙门的看沾不!JJ ，{[人从日中关系历

史的传统见解出发来解释日本的出兵。这就是闽浙总督李鹤年在

@月 5 日的上奏中所ì~道的 z 台湾于明末为日本所占，其后为荷

兰所据，再后又沟郑成功所夺，康熙年间划入清版图，"此日本听

以尤为耽耽也"。他还引用了明人郑若曾之《日本图寨)，讲述了台

湾的地理位置，回顾了明代之入贡与侵犯，认为倭人"性狡黠，

鼻子勇斗狠飞心艳台湾之富饶，存规银之心。④又福建陆路提督罗

大春在 7 月 26 日的上奏中谈及近年来日本与西洋的交往时说"渐

且从其衣冠，学其战具，一切皆效西人所为"，并保者众多汽船。

语问日本，以彼 "1王区数千里之岛"，旦夕之间，岂能办此?倭寇

压制清朝，日本县工百余年"垫伏"，然决非"安分守己"，实此间

( NCH XII/3690874.5.3的，第472页。

② Hl兵台湾之初，留美学生团监督容阁偶尔滞留日本，给李鸿章提供了日本外
务省阻止出兵台湾的情报，还对美及对日外交交涉迸言。但容阔的《西学东渐iè) 中

并未涉及，因而详情不明。<李集·译署).卷 2 页26. 表 30 ， (朋僚)，卷 t 4, .页
6 表。

③ 《李集·详署) .卷 2 .页45表。参照 ~CH X m /3850874.9.19). 第 298

页。

④ 《夷务·网) .卷93，页43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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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精蔷镜气今及数百年间蓄其心力，以备蠢动。①

海防论与日本

台湾事件虽以1874年10月 31 日日中两国签订条约和互换公文

而îí寻到解诀， fH清朝当局此时却痛感在实现自强政策，特别是加

强海防立面并未取得任何成果这一事实。 11 月 5 日总理衙门在上

奏中承认对日本出兵的对策欠妥。总理衙门为充实海防提出了六

条措施，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

请南北部大臣， if.~ ft沿海各总督、巡抚、将军详加筹议。北京政

府于同日还发出指示，将总理衙门奏文的抄本送给有关的15名地

方要员.限他们在一个月内上报具体良策。②接着11 月 21 日，北

京政府命令将前江苏巡抚丁日吕提出的基本与总理衙门意见一致

的 4海详水师章程;， (于19 日收到) ，分送15名官员，命他们详加

讨论，讨论结果一井上报。③另外.自总理衙门成立以来，与恭

亲王奕沂同为该衙门核心成员的大学士文祥，于12月 16 日又单独

上奏，要求为顶防日本的威胁尽速谋求具体措施。北京政府将文

祥奏折抄本直接送李鸿章等有关的 7 名地方要员，指示他们加强

台湾防 E与海军力量。④

1875年 1月初，各地方要员均己将北京政府的话问回禀京师。③

① e夷务·同)，卷95，页15表 16 。

② ‘夷务·同>，卷98，页19表21. <<筹办王起务始末》中省略了六条。美于这些可

#兑‘这成同光四朝奏议) (台湾商务印格馆影印， 1970年) ，第六册，第2610-26N

页，此外，总理衙门上奏的初稿收入《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7-29页。

() ‘夷务·同> ，卷98，页23表27 、表29 。

⑤ ‘夷务·同) ，卷98，页 40表42.

@ ‘夷务·同>，卷98. 页 31表35 (山东巡抚糟运总督文彬)，页 4n是 45 (盛

京将军部兴阿}J卷99，页 2 一12 (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恪襟)，页12-34 (大

学士直隶总督李鸪章) ，页34表41 (浙江巡抚杨吕滔)，页44表52 (福建巡抚玉凯泰)，
页52表61 (湖南巡抚王文吉ß) ，卷 100 ，页 1 表11 (两江总督李宗羹) ，页 12一 18 (糊广总

督李瀚章) ，页18表22 (闽浙总督李鹤年h 页22我28 (江西巡抚刘坤→) ，页 28 表3'0

〈王文部h 页 31-42 ([1\东巡抚了宝锁) ，页 42表 43 (裕禄)，页 43 表 44 (江苏巡

• 6.'> • 



诸多奏文中，关于海防的急务均同意总理衙门的见解， jj: 阐

述了对六条措施的意见和各省的现状。其中李鸿章根据自己 i承

办西式武器，购买、制造舰船的实际，详细论述了新式陆海军的

编制与装备问题，而).J筹措这些费用，他主张停止由陕甘总轩左

宗棠指悍的、收复新疆的战争，将其款项挪作军费。①对 i:这个

二仁张，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一方面承认加强海助的必翼性，另 -U

面提出应重视俄国对伊犁的占领，今应倾注全力以收支新疆3 此

即所阔的塞防论。②关于海防ìt与在防论之争.因有徐中约与达IJ

石吉的研究，③此处省赂。那么当时清廷大主中有什么样的日本

论呢?洁看下面展开的讨论。

首先在文祥的奏折中把对日防卫作为 1 务之急，其论点

ftnF I 

"日本与 l到浙一苇可杭(航) ，倭人习惯食言， 此番退

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

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在口，

定发堪虞。明季之倭惠，可些前车。"

如此看，文祥否在日本的变革，是因它引起了国内的混乱和

庭成了倭毡的对外佼赂。但是，李鸿章对此白不同的见解，他于

抚吴元炳〉。沈碟锁的上奕收入葛士溶辑川县钥经世文续编)(文海出版社影印，沈云龙

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第五册，第2600-2607页，以及《洋务运动，第二

册，第67一77页。另外，丁臼昌和左宗棠也接受了总理何门的话问，具申有关对六

条的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第五册，第2607-2624页'‘左文亵公全集) (文海 IlJ

饭社影印， 1979年〉书牍，卷14，页 46表57.

① 《夷务·同>，卷99，页23-24。此外，圾野正高这样评论李鸿章的上奏 z

"变法论的设想颇值得注意"。圾野正高川中国近代化与马建 J店、川东京大学出版会，
1~85年，第77页。

② 《夷务·同h卷99 ， :Vi60-61. 

③ Immaauel C .Y. 徐〈音)， <1874 年中国重大决策之争 i每防与塞防，哈佛，

‘亚洲研究》杂志第25期， 1965年， X X V .J;l]fj); I 什育季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研究)
戴《故宫文献》第 2 卷，第 8 期， 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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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OB 在七奏 '1' 战文祥的奏折发表了如下看法 2

"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周，久亦

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封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

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特洋钱，于国

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汲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

与英人暗结党拔，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

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

本则近在广阔，何我虚实，试中国永远之犬患。"

重视军备的西化与近代产业的建设、改革币制、派遣留学生，以

及日本强大的结果造成对中国威胁等论点，是李鸿章屡次所表明

的。在这里，做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他对象征主朝更替的改制易

服并不那么反感，因此.可以说，他注视着日本向近代化的努

力，这也显示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思考方式。按照他的论点，为了

对抗日本的威胁，在强化海军力量的同时，正如他在对日条约交

涉时就主张的，应尽速实现向日本派遣常驻外交使臣，以负责交

f步与收集情报事宜。①

关于日本的自强问题，丁日昌也有与李鸿章相似的议论。他

在回答总理衙门的龄问中，关于"练兵"一项，提出了如下意

见 t 日本只一小国，近年来自夸发愤，变更"峨冠悔带之旧习气

师ii~ "轮船飞炮之新制气将以北方领土给予俄国，铁路建设通过

英国李泰闰 (H • N • Lay) 与巳夏礼公使，以及美国的李仙得

(C. W. Le Gendre) 筹办的措施巩固了与上述三国的友好关系。

中罔必需警惕日本的侵略，眼下需维持与欧美诸国的友好关系，

对日本也要采取属廉政策，利用这一环境努力实现自强。丁日昌

还在"用人"→项中论述了消除外患比安定民生更加重要的;

观点:

① ‘夷务·同> ，卷99，页 32表 34，‘李集·奏稿"卷24，页26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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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其必须效法于东西洋外，其余人

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借我规矩，加以实意。庶可以
我之正气，靖使之庚气，不致如日本之更王朔，易衣冠，为
识者所窃笑也。"

关于自强.他虽承认有向日本学习的必要，但力主不得模仿其改
制易服，这表明其中体甜用的主场。⑦

此外，与文祥相同，也有人对日本的变革或其国内政情表示

r否定的态度，如江西巡抚刘坤一在12月 25 日的上奏中虽未触及

日本问题，但12 月 18 日寄给浙江巡抚杨昌洁的信中却将日本君主

地作赵武灵王，将其臣下比作晋之赵穿，并责iU 日本为何向西洋

黯饷出兵台湾 t

"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第摸狗将赞，难免肆毒于

人，并虑他国效尤生衅，不可不亟图自强。"
, 

以上论述表明了他对日本因内政不稳导致对外侵略的担心。②

再有福建巡抚王凯泰也在12 月 19 日的奏折中否定了日本的

变革z

"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撞利

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杖，利为西人所夺。乃复

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第五册，第2608-2609 、 2620-2621页。丁日吕的海防

捻，见吕实强的 e了日昌与自强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 年入第190-

196 、 233-241页。

②参照《如l坤→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第四册，书牍，第1760与

1151页.把明治天皇比作赵武灵玉，采用胡ßIl骑射之风的例子. 1见鸣金安情的 e东倭
考> (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广文书局影印， 1964年〉第10候，以2ι
‘倭交事赂) (中国历虫研究资料丛书1951 年，上海书的复印， 1982年〉所1~ J 0 此
外尚可参考王晓秋的论文(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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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日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儿不能支，于是

钗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西方经济侵略的结果使日本贫困化，是为出兵台湾的原因。接着

王凯泰建议，日本苦亡，固不足惜，而四人以日本为外府，一且

兼并则为中国一大事，故遣外交使l豆驻扎日本并与之联络，使其

知因汗:之危险，则日本犹为"东洋之屏蔽气①

以上是海防论者的日本论，现在看看事防论者论及日本的实

例。山东巡抚丁宝祯在1875年 1 月 2 日的奏折中说s

"铁俑处东洋，距浙闽甚近，疆梁负田，自昔已然。...... 

然臣年来私扰窃虑，在食不安者，则尤在俄罗斯，而日本其

次焉者也。盖外洋各国，与中国水路虽边，而陆路求通，且

均远在数万里抖。日本洋面虽近，而陆路尚阻。"

他从地理位置这一观点论及俄罗斯"水陆皆通中国"，为中国之第

一威胁，日本次之，但关于日本之内惰的议论并未涉及。②

结语

通观本稿， riJ以将问题归纳如下z

① ￠夷务·同) ，卷99，页51. 王凯泰与李鸿章的关系参见前引王尔敏‘淮军
志，。李鸿章于 1871年 1 月 18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论述了日中阔的铜贸易阁成丰年

桐太平天国起义而废弃，佯商却将日本铜蜘运，而未见日本贫困化。(李集·译暑'.
卷 1 ，页10袭。另将军独自控制向中国输出铜而获巨利的看法，见前引《东倭考， • 

@ ‘夷务·同) ，卷 100 ，页 40 表 4[. 此外，美于日本问题，山东巡抚滑运总

督文彬、浙江巡抚杨昌溶、两江总督李宗截均有简单的论述。文彬说，日本"饷精雀
匮，事事仰拼西洋，犹然练兵修武"，其心巨测，杨昌溶吉日本"贫小之圈"，"不惜重
货，为师西泣"，中国也需发愤.李宗被关于"练兵"，提51明代倭寇侵入时"戚继光等
精练陆兵，血战数年，商得尽ff其众"之例，论证充实陆军力量较海军更应重视.

‘英务·网) ，卷98，页35袭，卷99，页36衰，卷100 ，页 8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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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ì青修好条规缔结后，清朝官吏对日本的关心足在1860年代

之后以以下两点为转机的。

一是日本的自强问题。这是与同时代的中国正在ill付的洋务

运动互为表里的关系，援引日本为例，说明在巾国实现自强的必

要性。他们特别注意日本自强的内容，所以自 1860年代以后开始

购置、制造新式武器和船舰，并派遣留学生。而进入70年代，则

进→步提倡开办铁路、电信、制铁、矿业、币制等等有关的近代

i元二 \11'. 0 

二J0 日本的威胁。继续胜j韭 n强的日本 ìîJ能造成对中国的威

胁这→认识，是从1860年代产生的，但认为日本有侵略在向的观

点是根据对明代倭寇的历电回顾而形成的。因此， 70年代以来，

在清朝官克的上奏或书信中"倭性提黠"字眼频频出现。对倭寇

的认识，他 1门也仅仅是I~ 中国史书上的记述为依据。①

以前，人们只把日本侵略朝鲜作为一件 iiJ能性来推测，但到

了70年代，它已成为人们意识到的一个切实问题。特别是李鸪

章，在副岛使团来华时他己感到朝鲜比扬子江F游地区对中国的

安全豆为重要。可是在当时，清政府只能根据新问报道掌握手于关

日本自强情况及其内政问题的有限情报，然而对于日朝关系，它

却不具备直接认日本或朝鲜本土获取情报的手段。李鸿章对日本

民略胡鲜感到恐惧，是由于他从在美国的清朝官吏的笃信及副岛

使团的言行间接获得情报所致。在论述日本对朝鲜的企图时，李

鸿章以丰i1秀吉出兵朝鲜这一历史事实作为判断问题的准绳。在

论述与判断时，李鸿章引用了中国史书以及1850年代以来传入中

国的日本史书，如赖山阳的《日本政i己;) ，从中获得有关日朝关系

① ‘李集·译著> ，卷 1 ，页 10 ;Î<。还可参照‘李集·朋僚) ，卷 11 ，页 3 农 101
卷 12，页 14衰。《夷务·同) ，卷93，页 44(李鹤年) I 卷 94，页 3 , (福州将军文理、

李鹤年、沈古草快〉川明史，日本传中有，，~性黠"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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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方面的知识。①

日本11.:\兵台湾初期，李鸿章判断它是针对朝鲜出兵的。他这

个错误判断可以认为是受新闻报道影响的结果，此外也有先入为

主的历史影响，即日本侵略朝鲜是以秀吉的出兵为前奏，而台湾

的情况却并非如此o iII兵台湾的起因是琉球问题。 i育王朝虽与琉

球保持着册封关系， í旦后者同时处在萨摩藩的控制之下，这一事

实却被李鸿章忽略了。②清政府白开国以来一贯采取了重视朝鲜

性过琉球的态度，③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清朝统治者对朝鲜问题

比对琉球和台湾问题豆为敏感的原因之一。而此时，清朝当局又

感到日本陆军力量更为强大，①这也是历也上秀吉出兵与倭寇之

忠所产生的印象。

以台湾问题为转折，沾政府开始认为日本和欧美列强，尤其

三 H 本，对中国梅成了威胁。在形成选手il认识的同时，它也开始

注意到"改变旧制"这个日本内政问题。但它没有把德川幕府倒

台和天皇政府成立这个明治维新变革的核心，作为特殊问题来对

待。关于当时的王政复古问题，吁以想象，除《北华捷报》频频

CD 1864年健顺丸抵达上海港 t~支将赖山阳的《日本外史》赠与上海道台应宝

忖，以后诸藩也将 e 日本外史》与《日本政记》带来，见佐藤《近1代日中交涉史研

究) .第 s 页。李鸿章于1871年 4 月 9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援引《日本政记'论述日

本对朝鲜的侵略，参照前引《李集·译署h 卷 1 • 页 13表 14. 同年 7 月来华的伊

达使团把《经史等书十三种，交给上海同知陈板勋 I 1873年1串l 岛使团也把《大日本
!t>幸11 (日本外史，赠与总理衙门和同文馆，见外交文书，第 4 卷，第195、 199页，

第 6 卷，第 187 、 210页。李鸿章于1874年 6 月 5 日致总理衙门信中称，据 《日本
国史》中明代遗日使节被拘留事，指的是什么书不可解， 见《李集·译署>，卷 2 ，

页 30 。

② 陈大囡(音译)川清代琉球国王的册封>，载费正清编=‘中国秩序> ，马萨诸塞
州，剑桥出版社. 1968年，第163页。

③ 和田博德: (阮朝中期与清之关系 0840-1885年h，山本达郎编: (越南中国

关系史) ，山川出版社. 1975年，第553-554页。对朝鲜的册封使的任命是从一品到正

品的高官，而对琉球、越南的册封使的任命则是芷五品到从七品的骨干官吏。

④ 《李集·译署) ，卷 1 .页49哀。《夷务·同>.卷94，页 4 袭(文理、李鹤年-

it德帧) ，卷 95. 页 37表〈文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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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外， 1870年10月柳原使团想必向中国方面作了传达。①至1 8:

73年副岛使团来华时，北京官界已经知晓此事。②然而直至1874'

年末，在清朝高锻官员的日本论中此问题并未当作特殊问题。对

这种情况可以作如下推断，即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关心洋务运动的

进展而特别注意日本的自强努力F 他们在考虑日本对中国构成威

胁、在注意日本自强的同时，叉着眼于同时代的废藩置县和改历

怯易服这些内政事物，但在深入考察这些问题时，并未论及明治、

维新政府成立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这是当时所谓洋务派官僚对

外界事物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与被制约性。

顺便说一下，估计是在台湾事件解决后不久，由陈其元写成

的《日本近事i己》对明治维新作了如下阐述z

"住者，日本国王改娃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主

均列诸侯。天皇集国废其前王，又削名岛主权。岛主怀疑失

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盏起。被昏不

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敖西言、焚书、变法。于

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作者将天皇家族与德川幕府混同起来，把维新当作改朝换代，全

盘否定新政府推行的废藩置县和欧化政策的意义。③阵、其元于同

治元年入推军幕府，④ 1871年伊达使团来华时被任命为上海知

县。⑤后来，他以对日条约交渺的当事者应宝时的意见为基础，

① 佐佐木的论文，第38页。

② 大约与i1岛等同时抵达北京的朝鲜使团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说f倭主"是

藉"洋酋"之力tJJ除了"关白" (德川幕府)，见旧保桥的论文，第556页。原田刊 19世
纪朝鲜的对外危机意识问第95页。

③王锡祺辑z 叫、方壶斋舆地丛钞>，广文书局~印， 1964年，第「三册，第7971

页.推测"美加多 (Mikado)" 一词的使用，是陈其元从英文新阁中得到的情报。此

外尚可参照佐膝刊明治初期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政治的见解>，第129页。

@ 玉尔敏的论文，第313 、 316 、 327页.

⑤ 外交文书，第 4 卷，第199页。 e夷务·间> ，卷84，页26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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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撰写了《日本近事Jê.>。书中所反映的日本论，在一定程度上

iiT以说代表了当时在李鸿章周围与洋务有关的清朝官吏的日

本观。

此后，清政府于1877年在东京设立了公使馆，这样，清政府

才布可能直接从日本直集其国内的情报。此外， 1876年以后，李

鸿章与朝鲜政府要员李裕元之间建立了非公开的通信渠道。这

样，清政府将从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目标的朝鲜获得有关日朝关系

发展的情报。①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吏的日本论的轨迹如何，愿

作为以后讨论的课题。

周洋池译自子明校

① Kim的论文第241 、 250-251 、 277页。因保桥的论文，第550-555页.尚可
参考原因环川朝中〈两戴体制〉成立前史一~李裕元与李鸿章的书馆往来)(饭治二
毒队姜在彦编 I (近代钥鲜社会与思想>，未来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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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06年中国抵制美货运

动的再参察一一美国华人的作用

德尔伯. L .麦基
(宾西法尼亚西敏寺学院历虫系教师)

"一且球开始向坡F擦动，就很难判起 rÈ {ñJ时才合停下

来。"①船王施沃林 (R.P. Schwerin) 1905年 7 月 13 日就中国商

人决定抵制美货输入中国一事致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

sevelt) 总统信中这样写道。三个星期后，在上海{传专主兹立的著名的

长老合教士范约翰 (σJ.~川M. W. Far川nham) 也忧心忡 '!'I忖l!恤!

辐总统说，挺制芙货运动"如果顺其自然发展，会将每一个美iE

人乃至每一个外国人赶出中国。"②然而，对于上海一位兴高彩烈

的中国律师来说，抵制美货运动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立于

一位记者说:"如果我们现在能从美国人那里争得公平的待遇，那

么我们就会抵制强迫我们吸食鸦片的那个肉末，以及其他攫取我

{ì丁国土的国家。"③

/f~1仑足关国观察家可怕的预言还朵 lt 1 因律师的 FJff21 均才二实

现，不过， 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毕竟毛中关关系史上一

段令人不安的时期。按照历虫学家蔡世山 (Shih-sh an H. Ts' ai. 

音译。)一译者)的说法，它是"介于义和团运动和1919年五四

① R • P .施沃林款罗斯福. 1905年 7 }1 13 日，美国商务劳工部档案第85卷，藏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分类中国档案>.第85类(以下简称SCR. RG. r;的。

@ 范约输敖罗斯橱. 1905年 8 月 7 日。出处同注①.
@ 引自驻上海特约记者 I {中国正在崛起的精神).载《燎望> LXXXI(l905年10

Jî 7 日) ，交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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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间的中国规模最大的排外运动。"⑦

近年来，这一运动的各个方面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它在长

达数月的时间里给美国的贸易带来了灾难，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

给美国的利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抵制美货运动起源于某种特殊

利益。例如， 1976年蔡氏在一篇文章中对公认的观点提出质疑，

他认为，这一运动的起因不能解释为仅仅是对美国歧视飞悔辱华

人的排华政策的反应。③他指出，排华政策毕竟从1880年代就己

付诸实施了，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直到 1905年而不是在这之前才被

撤蔼起来?他的回答是2 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时已达到能够以强

有力的、大规模的运功形式宣示的程度。③

抵制美货运动起因的另一种观点，是中共虫学家朱士嘉1958

年提出的，亦与传统观点不同。他认为，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因在

于中国资产阶级试图排除外国人的竞争.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

业。尽管这种观点似乎古理.很才2.迷惑力，但正如蔡氏指出的那

样，还是有待于争论的。察氏并不否认，华商曾少卿是抵制美货

委员会的会长F 上海商会领导了这一运动F 当时各条约口岸的商

团组织同志于 7 月 30 日实施抵制美货的政策。然而，燕氏强调，

这手i 宣传鼓动扩展到其他行业，得到了洁如医生、学生、妇女、

船夫等各行各业的支持，甚至东南亚、夏成夷和美囚的华人也为

这一运动呐喊助戚。蔡氏认为，如此广泛的后盾已超出了阶级利

益，它证明卡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土的民族主义，点燃了这次运

动的导!J<索。④

① 星星世山川对排华的反应 1905年抵剑英货运动和中华民族的觉醒).载《史学
家) XXXIX (I 976年).第95页.

(2) 此 01J甚多，仅举其二 I G .奈·施泰格尔的《远东史)(纽约. i936年版)第
554页.'fiJ A • l!!ì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的‘美国自(;iï.f芳:政策)(纽;.，文. 1 9 3 8 年版〉第
337页，二者均着重谴责1904年的移民法。

③ 前引蔡世 ÚJ文，第96页。

④ 同上注，第98-99页。在强调中华民族的觉fi这一点上，蕉氏同意中国学者
张存武的‘中美工约风潮叫台北. 1966年版〉→书的观点。另见黎世山川中国与美国
的华侨. 1868-1911川北卡罗莱纳，费耶特维尔， 1983年版〉第106-108页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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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继续逃行这一再考察.并吸取蔡氏的大部分看法，但

是，本文认为.这些早期阐释中还忽略了某些东西，即它们没有

认识到美国华人的重要作用中少数民族这个方面。对学者们来说

丰运的是，美国移民局在1905年对美国本七的华人，特别是旧金

山的华人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因此，通过移民局的档案，我们吁

以洞悉发生在几乎英里之外的抵制美货运动的根源。从档案中还

可以看出，移民局本身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观望者，它在几个紧要

关头确实深深地卷入了。

如果注意到19世纪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歧视是导致排华政策的

首要原因，那么，美国华人在这次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从一开始就

十分重要。"中国佬必须滚Jf! "是1870年代曲海岸劳王首领们众所

周知的口号。①这种对中国劳工的恐惧和憎恶的不断发展是侮

辱、虐待正源源而来的各种中国人一一商人、学生乃至官吏一一

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美国没有华人长期居住，就不会有排华政

策，中华民族也就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如果忽视了这→基本事

实，对抵制美货运动的任何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表面上看，尽管美国华人似乎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幕后

的角色，但他们仍势单力薄、人数极少，在1905年运动中只足

一股微不足道的势力。 1900年代初，在美国的华人约有 9 万，

只占当时美国7600万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与中国当时的总人口

4 亿相比更是微乎其微。即使加上夏威夷的 2 万人和菲律宾的

屿， 000人左右，总数仍不算大。②况且，其中大部分人是来自中

① 关于华人与排华政策的权威著作仍是玛丽·库利奇的《中国移民) (纽约，

1909年版h关于排华情绪研究的先驱是埃尔默. c .桑德迈耶(加利福尼亚的排华运
动)(厄巴纳， 1939年版}。此后详尽阐述该问题的是斯图尔特·克赖顿·米勒的《不受
欢迎的移民g 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 1785一1882>(伯克莱和洛杉矶， 1969年版〉和
亚历山大. p .萨克斯顿的《必有之敌 g 加利福尼亚的劳工和排华运动) (伯克莱和洛

杉矶. 1971年版}。

② 菲律宾的华人人数可以讨论。本文所引是通常采用的普查数字，但当时中国
声称其总人数有10万.美国众议院川中国政策反对排斥菲律宾华人的抗议书)，众议院
文件第562 号，第59届国会大会第一次会议， 1902年。至于在美国的 9 万名华人，其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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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部的农民，他们穷困潦倒，地位低下，没有文化，也缺乏其

他能引人注目的地方。由于他们没有选举权(除非出生 F美国儿

因而他们大都没有政治发言杖。既然是一个如此微弱的群体，中

国当局或美国政府为何要倾听他们的呼声呢?

然而，本文认为，美国华人这一弱小群体曾一度对中国朝野

有影响的领导人及团体产生过特殊的影响。我们应当透过美国华

人人数微小这一现象，看到这一时期美国华人地位的某些特性。

1900年代初，中国朝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奔走呼吁，争取美

国华人的支持。例如，中国的外交官迫不急待地向美国华人表明

清政府会站在他们一边，保护他们在美国不受侵害。伍廷芳是18

97-1902年间的中国驻美公使，是美国华人利益的勇敢捍卫者。

与其前任们一样，他也是来自中国南部的侨乡。 1900年代初任旧

金山总领事的何桔和1903年继伍廷芳任驻美公使的梁诚，同样也

都是南方人。①伍廷芳三番五次地向美国国务卿抱怨美国违反中

美诸条约和国际法虐待华人的行径。特别是在1902年，他极力想

阻止另一排华怯案的通过，这一法案将以前的排华法案的有效范

围扩大到夏威夷和菲律宾。特别使伍廷芳感到焦虑的是，这一讼

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长为贯彻该诠案可酌情制订附加条例。尽管伍

廷芳为此又是发表演说，又是发表文章，还进行了频繁的院外活

有 s万人住在旧金山 1 万人住在奥克兰。 L .伊夫·问门特劳特川华人与旧金山土

著居民的冲突与交往， 1900一 191H ，载中国历虫学会编川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影响和
作用， 1776--1960'(1972年 7 月 10--12 日在旧金山大学召开的全国讨论会的记录和论
文) ，旧金山， 1976年版，第56页。

① 厄尔·斯威舍曾对中国驻美外交官进行了考察，见《中国驻美代表. 1861-
1912>(科罗拉多，博尔德. 1967年版) .他认为伍廷芳和梁诚是"两位见识卓越、才华
横溢的外交家"，同上书，第34页。更为详细的研究见钱金曼(音埠。---译者). (清
朝官员在美国z 中国早期驻美公便， 1878-1907叫博士论文，夏威夷大学， 1981年〉。
关于梁诚的详细情况，见罗香林川~诚〈震东)先生)，载中国历史学会编 I (华人在美
国的生活、影响和作用'第303-313页，及其‘梁诚的出使美国，(香港， 1977年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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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最终还是失败几①

巾国外交官们之所以对美国华人的遭遇表现出特别的关心，

其原因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后的反对者们涌

进 f 美国。维新领袖如康白·为、梁启屈， 1900年代初到达美阻，

满怀激情地呼吁美国华人支持他们，以光结皇帝取代慈禧太后。

当时光绪帝仍被他的姨母囚禁着。②康的计划在美国得到了响

应，美国华人纷纷成立拥护维新运动的组织一一保皇会地方分

会。有关在些情况，北京政府本来足不会注意到的。据《纽约时

报'报道，康的博学的伙伴梁启超1903年到达美国时，旧金山的

华人组织了欢迎仪式，参加者有」个铜管乐队和一个"由50辆马

车组成的、满载当地华商和性会名挠的车队"。③对北京威胁豆大

的是革命的深划者孙中山，他'::f1904年 4 月到达美国。尽管底的

支持者和*国领事暂时联合起米，立誓要阻止孙从旧金山道入美

国，但他们并卡能如愿以偿。④因此，争取美国华人的经前援助

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的竞争使在这三方间展开了。这些外来的精

明强干、能言善辩的领袖盯势必要以其所言所行来取悦美国华人。

然而.美国华人并不是完全íft颇送些外来的宣传家!门，他们

也造就了自己的能言善辩的代言人一一伍盘照。此人才 i只卓越，

能够平息华人各派之间几乎无法消除的利益冲突。尽管他是美国

基督教的一名牧师，但他受到了基督徒和 jþ.基督徒华人的普遍哼

①前引钱金!廷书，第318-322页 e 德尔伯. L .麦基: (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

(J 900-1906) 一一罗斯福时代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底特律 1977 年版)， !t55-

65页，严庆煌(音译。一一译者) I (伍廷芳与保护美国华侨， 1891-1903> (底锅第

12号，阿得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1年) ，第16-23页。关于伍廷芳的详细情

况，见琳达. p .欣μ变化中的中国 s 伍廷芳的作用>(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 1970年)。

② 关于康有为在美国的活动，罗伯特. L .沃登曾予考察，见《一个流亡中的
中国改革家 g 康有为北美之旅 0899-1909)> (博圭论文，乔治敦大学， 1972 年) • 

关于孙中山在夏威夷和美国的活动，见哈罗德. z .史扶林 I (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

源>(伯克莱和洛杉矶， 1968华版)。本艾使用成氏拼音法拼注中国名字，广州名字约官

话读音注于括号内。
⑥ 《纽约时报>.1903年 9 月 26 日，第 6 页。

④ 前引史扶林书，第327一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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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他布道时的训示和他的英语知识使他能够对非华人教徒进行

行之有效的宣传。 1900年，他创办了旧金山第一家中文日报《中

西日报) ，他对华人同胞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尽管该报初创时与康

有为有联系，但这并未妨碍他在1904年对来美的信仰基督挂的孙

中山鼎力相助，以免其被驱逐出境。①同时，伍也想方设法与中

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何桔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何在支取薪金的移民

问题上的顾问和专家。②吁以肯定，伍始终是个人物。他经常写

文章、发表演说抨击美国的排华政策及其对华人的虐待。有一

次，他悲切地抱怨说，华人"在美国已沦落到狗的地位"。③除伍

盘照、康布为、孙中山及其他美国华人利益的新代言人外，还布

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美国的华商与其国内的同业行会保持着传统

的联系，在美国的兰含金〈致公堂)成员们也与其他地方的同伙

们保持着接触。 1900年代初，美国华人的影响显然比仅凭其人敬

所表明的作用要大得多。

而且， 1900年代初，特别是1905年他们遭遇到的特殊困难促

使他们干方百计地发挥其影响。当然，他们的问题源于美国的排

华政策，这一政策单就立法角度而言也修改过频。如果仅此而

己， 1905年美国华人的处境似不会比以前更糟。 1892年首次通过

的吉尔里法案 (Geary Act) 到 1902年 4 月又再次修汀，并增添

了将此洁案扩展到适用于夏威夷和菲律宾这·看起来似乎并，卡重

要的条款。③ 1904年 4 月的另 J 个法案规定，若1894年条约 (f旨

f中美公订华工条约》。一-t辛苦〉于1904年 12月期满后中国拒绝

修订新约，现存排华法案将继续吉效。

由于1902年和1904年的新立出旨在维护美国本土的华人已经

① 科琳. K .霍克斯特川从广州到加州 s移民史i和〈纽约， 19í6 年版) ，第 116 页。
② 前引史扶林书，第329页。
'③ 前引霍克斯特书，第189页。

③ 关于这些法案的详情，见前引乏基书，第52-65页和第84一 102页。另见李，毛
禄〈音译。一一译者) I (国会在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立法问题上的中国移民政策>(南纳
什维尔， 1916年版) ，第104→107页，文焕马〈音译。一一i幸者): (国会辩论显示出袅
的美国对华政策.(上海， 1934年版) ，第104一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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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了十儿年的排华政策，有人可能要问 z 为什么他们不再满足

于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现状呢?在这里，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现象去

认识这样一个现实，即1900年以后，美国华人面临排华政策的新

阶段，他们发现这个阶段的排华政策比此前所经历的豆为暴虐。

经由移民局发布新规则、新条例的做怯表明，更为严厉的排华

政策出笼了。 1882一1892年最初10年的排华政策只排斥华工，到

了 1892一1900年则排斥除敬师、学生、商人、游客和官束之外的

其他华人。同前两个阶段相比，第三阶段则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阶段始于1900年，不仅要排斥除官吏和短期游客之外的所有

华人，而且还企图把作为少数民族的全部美国华人赶出美国本

土。出于明显的原因，美国华人害怕这种结局，因而多方寻求帮

助。可以肯寇，移民局并未公开承认它要让所有华人离开美国，

但是迹象足以表明，它追求的正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达到此目

的。①而且，它正走向成功。有个记者就旧金山的华人问题于19

04年在《世界问题>> (WorI d's Work) 上撰文指出，旧金山华

人的人数在一年内已由15 ， 000下降到10 ， 000。由于美国华人多为

男性.而美国泣律叉禁止他们与非华人通婚，他们亦不能从中国

带妇女来美，因此，顶计到1904年旧金山的华人将会彻底灭绝。②

1904年，伍盘照焦虑地指出产尽管 (1880年〉条约规寇禁止中国

劳工而保护中国官吏、学生和商人，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却要把所

有华人赶出去。"③

看来，美国华人残抱的唯一希望，是1894年条约于1904年期

蹒后，由北京政府与美国政府谈判订立一个新条约以扭转排华运

动。这个1894年条约，通常称作葛礼山一杨条约 (Gresham-Yang

① 前引麦基书，第66-69 、 216-217页. 1903年移民局的年度报告尤能说明这

一点。美国财政部移民局 I (移民总监财政年度报告〈止于1903年6月 30 日}川华盛顿，

1903年) ，第 5 、 99 、 102页。

② w . s. 哈伍德 I (华人的消亡) .载《世界问题>， IX (904) ， 5626。他的人口

数字很不可靠.
@ 前引霍克斯特书，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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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 ty，该条约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葛礼山 Walter Quintin 

Gresham与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签订，故名。一一译者) .是中国勉强

同意签订的。在中国方面看来，伴随这一条约而来的是美国在入境

口岸和国内旅途中对华人的移民限制和侮辱、虐待。因而.中国

外务部不恩将此约再顺延10年。 1904年 1 月，它照会美国驻华公

使康格 (Edwin H. Gonger) ，表示该约于1904年年底期满后将

于废止。尽管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 警告北京说，如

若本约不予续订，美国国会可能要实施更为严厉的排华措施，但

中国外务部答复说，此约民愤太大，不容延长，中国想重新谈判

订立一个新条约。①

梁诚异军突起，于1904年 8 月提出了一个新条约，旨在允许

美国禁止华工而同意其他华人来美，而在某些重要的条款里对美

国华人提供了必要的保护，规定z 业已注册的华工得留在美国，

对非劳工华人不得虐待;美国华人的权利如雇请律师、请愿、保

释以及其他怯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要得到保障。②国务院准备在对

其稍事修改后接受这个条约，可是移民局却拼命反对。结果移民

局，育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另一条约草案取代之，该草案不仅要

维持现状，而且还增加了更为严厉的排华措施。③自 1904年 8 月

至1905年 5 月，梁诚与约翰·海反复磋商，毫无结果，双方都意

① 有关1894年条约未能续i丁的情况，乔治. E .保尔森曾予讨论，见《葛礼山

一杨条约的废除).载‘太平洋历史评论)，XL (1 97 I)，第455-477页，特别是第473-

475页。 1900年后中国对外政策上出现的公众舆论的影响，见父基诺·文里叶I (公众
舆论与对外政策s 晚清事例)，载艾尔伯特·福伊尔沃克、罗兹·墨菲、玛丽. c .怀
特编，‘近代中国史研究)(伯克菜和洛杉矶， 1967年版)，第216-238页。保皇会于1903

年发起了-次运动反对排华政策，叉子1904年在其分会中散发呼吁书反对续ìT1894年

条约，这份呼吁书被呈送北京的外务部。罗荣邦(音译):<康有为年谱11论誓.(图漾，

1967年版)，第270-271页.

② 梁诚致约翰·海， 1904年 8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川中国能回来函录>， RG59 , 
NA。另觅美国商务劳工部g 霉 52320/27 ， RG屿， NA. 关于中国外务部与底!各公使:岛

外交往来，见1904年 4 月 20 日底格致约翰·海附件，中国快信， RG凹， NA. 
③里查德. K .次贝尔孜弗兰克. p .萨金持， 19司4年 10月 26 日， 商务;守卫

部， #S2320/27 ,RG85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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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事情已陷入僵局。不过，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 (Willi am 

W. Rockhill) 还是计划到北京继续为此进行谈判。然而，此时

美国华人却担心北京政府会软弱地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从而批准移

民局的苛刻条款。

此外，不顾条约的规定而强化排华政策的1904年 4 月泣案这

时业已通过。该法案删去了条约中大部分宝贵的条款，如保证善

待美国华人的条款。到 5 月份移民局拟定新的华人注册方案时，

在它采取重大步骤迫使华人居民离开美国的道路上显然已经没有

什么障碍了。 1905年 5 月 8 日朱·托伊决议(J u Toy decision) 

所支持的移民局专横的排华政策，仅仅是这个居少数的民族的命

运所面临的 4个更为不祥的征纯而已。危机与恐慌的气氛与日俱

增。如果北京批准移民局的条约，美国华人面对的就只有一个凄

凉惨淡的前途了。他们必须设法阻止该条约的批准。

1905年 4 月底 5 月初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华人的惊恐及

其呼吁，强烈地传到了中国外务部，肯定也同样强烈地通过贸易

渠道传给了中国国内的商人们，因此，他们才会促使上海总商会

倡议反对新条约，并采取用抵制美货的方式来抗议美国在入境口

岸虐待中国游客的做法。尽管上海商人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和美国

移民当局侮辱华人的行径心怀不满，尽管事实上消除外来贸易竞

争会出他们当中有些人受益，但如若没有来自外界的压力，他们

除了抱怨之外，不大可能有任何举措。美国华人的呼吁是他们由

怨言到行动的特别催化剂。当然，曾少卿被推举为抵制美货委员

会会长;是不是巧合，他在厦门口岸区深有根基，而在1899年美国吞

并菲律宾并在此实行排华政策之前，厦门与菲律宾之间就有着广

泛的贸易和旅游联系。①

① 1902年讼案和1904年法案将排华政策永久性扩展至菲律宾。法案条款规定，
只允许某些特定种类的华人进入菲律宾，且不得永久居住，菲律宾华人不得移居夏威
夷诸岛或美国本土。菲律宾的中国商会指出，到 1904华，菲律宾华人人数已由63 ， 900
人下降到 4 万人。当然，这种下降是由排华政策造成的。蔡世山川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114页。关于曾少卿的背景和福建帮在上海示威声援美国华人、支持抵制美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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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美国华人表明，它已觉祟到他们的问

题并对此深表同情。梁诚公使于4 月 30 日在旧金山发表声明说.

尽管1894年条约已经期捕，但他知道排华政策仍在继续并在加

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作为驻美公使，"目睹我们的同胞遭受

极不公正的歧视和侮辱，虽屡屡疾呼却毫无效果"，他感到极难

忍受。①

在 5 月 10 日上海商人举行的大会上，出席大会的政府官员及

观察家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抵制美货试行草案的通过。@从

5 月 9 日到 13 日，美国本士、夏威夷及菲律宾的华人给中国外务

部打来20多封电报，反对订立新条约。③旧金山商人在电报中

说z"如果再将条约延长10年，美国华人就会灭绝。"③ 5 月 16 日. J: 
海总商会再次召开商绅大会，批准原拟决议，不购买或使用美

货。这样，在柔克义 5 月 20 日到达上海前夕，两股反美情绪一

→股反对订立维护现存排华政策的条约，另一股则同意开展抵制

芙货运动以抗议排华政策一一汇合到一起了。

用限制美国贺易来换取宽厚的移民政策这一主张，早在1900

年伍廷芳就作为一种威胁手段提出并在《中西日报》上作了阐

述。⑤美国华人的呼吁促使中国商人在上了这条道路，并且保证

况，见同上书，第109页。 k海约广州人也于 5 月 13 日召集反对排华攻策的群众大2.
约有1 ， 000人参加。同上书。

① 梁公使的声明白加利福皂iJE钟 f\;;~领事宣布，旧金山移民监:察员、 i于员 J • 
恩边科特·加德纳翻译， 1905年 4 月 3) 日，第8; 卷， SCR , GR屿， NA 。 4 

② 张存武 I (中美公约风湖h 第33页。这尝尝l史记录'由淳文见塞缪尔. L .格32
西军(H. H • D .皮尔斯， 19):; 年 8 月 8 日，福 Ni ì灾信， RG59. NA，以及史沃株致
罗斯桶， 1905年 7 月 13 日，第85卷， SCR , RG85 , NAo 

③张忠桐{音译) I 使 $1萄，;j-门向Jf泼'均交应， 18B一19)6> (博士论文.需两根
州立大学， 1973年) ，第 116页。

③ 引臼《中西日报). 19)5 笆 5 月 16 日。

⑨"学会年会"' ‘美 l驾亚洲学会杂志>， 1(9)D) ，第74 页。 1前引阿1 门f辛劳将
书，第63-65页。关于谁最先提出抵剖笼货的问题，这个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
艾里叶认为是一个社论作者于1903竿在火奴鲁鲁的《新中国报，上最早提出的，见前
51文里叶书，第224页。但是，至少有另外两种此处觅到的参考意见可以上溯到1900
缸。当然，必须承认，该夏威夷社论撰惊人陈启严(苦海〉在1903华的社论 sfz 曾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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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官员采取温和的不干涉政策。染诚 5 月 1 3 日玫函外务部

说，抵制美货不失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有效方法。①当时已是外务

部要员的伍廷芳，想必赞许梁的看法并敦促其主司接受这一

观点。

即将开始抵制美货的消息传到旧金山后，当地的华人团体便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声援这 A运动。伍盘照的喉舌、亲康有为的

4中西'日报》带头晌应，而该市其他两家中文报纸《大同日报》

和《文兴报》也迅速加入其中。不久，抵制美货运动又得到了保

皇念和富有影响的三合金的赞同，基督教华人代言人及洛彰矶、

蒙大拿的华人组织也纷纷表示支持。接着，由华商组织的实力雄

厚的六大公司②在6月初也勉强同意加入。③

各地移民局的官员密切注视着美国华人的骚动，特别是在旧'

金山，移民局的官员翻译有关抵制美货的文章，将其送往华盛

顿，寻机呈交总统阅览。当时最杰出的泽员是约翰·恩迫科特·

加德纳(John Endicott Gardner). 他是旧金山移民监察员。

他在 6 月底的一份报告中说， 6 月 20 日在抄加缅度街 (Sacramen

t 0) 和部板街 (Dupont) (此二街译名从刘伯骥《美国华侨逸虫b

第 5 章。一一译者〉西南角的墙上发现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的是

"美国华人反对排华条约总会"的→项政策声明。该声明说，该

宣传抵制美货的思想，前引罗来邦书，第271页。陈的‘新中国报》是保皇会报业网

一一这一报业网泡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菲律宾等地一←的-个组成部分，这

就使抵制美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网上，第259页。
① 获世山川对排华政策的反应)，第103页。

② 六大公司是美国人对旧金山中华会馆的称呼@中华会馆为旧金山华人组织，
初名中华公所， 1862年改名中华会馆。最初由四大会馆组成，后分裂为六大会馆。当
时会馆以公司之名注册，美国人自是常以"中国六大公司"(Chinese Six Co皿 pany) 与

中华会馆混称。见如IJf自骥川美国华侨逸史)(台北. 1984年版) .第265-267页。
C坊市i引阿门特劳特书，第66页。‘文兴报>>(1 899)和‘大同日报川 1900一1901)

都是作为保皇余的喉舌创办的，前引罗荣邦书，第259页.但是，在三合会帮助下.
1904年‘大同日报，转受孙中山的影响。蔡世山 z‘中国与海外华人h第139页，前引罗
荣邦书，第270页。 1905年，在旧金山支持抵制美货的两家重要的中文报纸是亲孙中tJl'
的‘太同日报)(Chinese Free Press) 和伍盘照的亲康有为的《中西日报，。前引阿

门特劳恃书，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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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华人己召集了一次会议，一致同意团结合作，抵制对现行

条约的任何重订。该总会还决定，要求每位华人捐款 1 美元，用

来支援在国内进行同一斗争的骂人。加德纳描述说，该组织是由

"中国商金、中国基督教会、致公堂(或称三合会)、高级装订工

协会、保皇会(以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知名〉及叫1问 H 报》、《文兴报》、《华i己.111>的发行人"组成的。①

由于抵制美货运动先定 r7 月 20 日开始.后又延至 8 月 1

日，因而还有时间使双方达成妥协，但前景日益黯淡。美国华人

在 6 、 7 月间加紧努力推动国内抵制美货运动，欲以此为威胁使

美国政府软化其强硬的排华政策。伍盘照代表旧金山六大公司和

其它组织一一大概是保皇会一一进行巡回演说，诉说美国华人的

遭遇。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井被允许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是他

此行的高潮。②

碰巧 5 、 6 月间康有为也在美国选行自己的巡回民说。他从

西海岸开始，先后到过圣路易斯、王加哥、华盛顿、匹兹堡和纽

约，演讲对象主要是各地的保皇会分会，当然，其成员是美国华

人。③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讲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问题，显然对康

大奋好处，但康开始时还是小心翼翼的，并未迫使保皇会公开参

与抵制美货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语调才变得锋利起来。

1905年，保皇会十分兴旺，以至于在 5 月 23 日举行一次戏剧性的

示威活动z 当康到达芝加哥时，受到了由"全部身着制服"的400

名代表和一支"保皇会乐队"的欢迎。③康对他们发表了演说，

批评了排华法案，要求缩小对华人的限制范围。

在华盛顿，康两次会见了罗斯福总统n 在 6 月 15 日的首次会

① H.H. 诺思致代理移民总监， 1905年 6 月 30 日，第85悉， SCR ， RG屿， NA 。

问门特劳特认为，建立这→名叫"相约总处"的组织的是中国六大公司，该公司有
_23或24位首领 z 当地商界 14名，报界 4 名，各教会、保皇会和致公堂各 1 名。前引阿
门待劳将书，第66页.

③前引阿门特劳特书，第62页。前引霍克斯特书，第192页。
⑧ 前引沃登书，第151页.

④ 同上，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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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他还同时会晤了代理国务卿福兰西斯. B .卢米斯 (Fran

cis B • Loomis) 。尔后，他公开声明说，总统已答应排华政策"应

予修改，给华人以与日本人同等的权利"。①他在匹兹壁的民说表

现出询和的态皮，他对 800名华人民，罗斯福忌"一个心地公正、

无所畏惧的人"，他相信总统会"鼎力以助我主γ'。②

第二次会晤时，罗斯福对抵制夹货的威胁121表 ;21主，并说他

相信康及其保皇会也会认真对待此事。在 6 月 24 日的这次会晤

中，底还会晤了国务卿约翰·诲。底再次敦促实行较为温和的排

华政策、在抵 ~ìiJ:k货运动日益临近的形势 P. 罗斯福也再次保证

要使排华让案件到修改。③底的反应仍足积极的。 61127 日他对

纽约的一位记者说，罗斯福是"地所认识的最好、最坚韧不屈的

元首之."。④然而，康对推迟抵制美货运动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如果说他对此事布什么兴趣的 i舌I .那就是他支持抵制美货的热情

似乎直线上升。其目的，他在 6 月底解释说.是"阻止美国驱逐

任何一人华人气⑤如此雄心勃勃地解释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远

远坦过了他5月间那些小心谨慎的谈话，当时他只是说至少不应阻

止中回学生来美学习。由于5 、 6 月间康和美国华人的相互影响，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抵制美货运动可能给美国华人带来的利益方

面，康领略了他们的希望，表达了他们的雄心壮志。

6 月，美国华人已开始从美国政府的惶惶不安中得到好处。

移民局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实行华人新注册法的计划。罗斯福积机

主张芸恃来美华人，于 6 月 14 日致函当时监察移民局工作的商务

劳工部 it维克it . H .梅特卡夫 (Victor H. Metca1f).坚决要求

移民局白员对入境华人耍态度和蔼乡他甚至指责旧金山移民局局

① 间上，第 158页。

② 同上，第160页。

份同上，第162页。

0) <纽约论坛报>， 1905 年 6 1J 28 日，第 8 页。

G 同上， 1905年 6 月 29 日，第 8 页。另见前引罗荣邦书，第198-200页.康在

美国的支持者在私下谈判中的对策要比康有为这一公开声明灵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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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H .11. t击忠、 (H. H. North) 应受"严厉谴责"，因为他前不久

竞差点将一些华商误当作芳工而驱远出境。① 6 月 19 日，他再次

致函该部长，表示他希望与之合作，制在"足够严格"的条例以

避免将来对"中国绅士、商人、游客、学生等"的"迫害行为。"②

梅特卡夫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尽力为移民局辩护，但最后还是向总

统作了让步，于 6 月 24 日致函总统说"那些官员也许是热

昏了头。"③

梅特卡夫透露，他已经先移民局的官员们 (111 汀 r 套新规

则，保证善待那些特权阶层〈指中国官绅、商人、学生、游客

等c 一一译者) ，此外，保证从宽解释移民法规，允许中国的医

生、律师和教士入境。③尽管这些变动不是针对美国华人的，但

它们对他们及其亲属能够往返中、美必将有极大帮助。实际土，

1905年以前.移民法规如此苛刻，使得美国华人担心→旦他们离

开芫国便再也回不来了。⑤

旧金山华人六大公司对新规则中的一款特别感兴趣，并在 7

月 14 日就此发布了…项"通告"。这一款是‘如若将从中国返美的

华商的朋友能在该华商到达美国前约-一个月由白人相伴同去当地

移民局以证人身份交验证明书，那么在该华商到达肘，持该证明

书去海关交验，即可立即入境。⑥

美国华人对移民局所作的让步表示欢迎， T 7 月 24 日在旧金

山一个公共场所贴出一张匿名"通告飞这张用红字印刷的通告

① 罗斯福教梅特卡犬， 1905年 6 月 16 日，载埃尔廷. E .莫里森编川罗斯福书
信袋l(坎布里奇，马萨i岳寨. 1951年版).第4卷，第1236页。

② 罗斯福教梅特卡夫， 1905年 6 月 19 日，同上，第1240页。
③ 《纽约时报>.1905年 6 月 20 日，第 8 页。梅特卡夫致罗斯桶. 1905 年6 月 2ι

日.罗斯福档案，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 见第 85卷，通函# 81. SCR , RG85. NAo 

③ 1905年上海出版的小说《苦社会》描写了当时美国华人中的紧张气氛。关于某
华人想重返美国时遭遇困难的事例，见朱恩·梅、简·庞义、拉塞尔·莱昂的e苦社会，

的第37-46囚英译本，载《类亚杂志" VIII (1 981) ，第52页。中国公使曾频频照会美

国罔务院对此表示不擒。
⑥ "旧金山中国六大公司联合会通告"，加德纳译，第107卷， SCR ， RG 邸，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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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芙国政府已经"放宽了排华法规"，"牛二埠移民局官员对搭乘

最近两艘船入境的旅客，态度比以前和蔼了许多飞它卖求唐人街

的"华人居民"，尤其是游客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币25"版出任
何句损华人声誉的事情"。①

然而，对 6 月间移民局态度的转变的积极反应 j问J志味着美

同华人要放弃不可避免的抵制美货远动。孙中山极力要使之进行

F去 7 月他在《大同日报>>(Chinese Free Press) 上撰文表明

了，每度，这大 :i证反映了他的立场，因为早在1904年夏{也就在三合主

的协助下控制了旧金山这家报纸。②孙中山在该文中回顾并评论

了」系列重大事件。文章Jf头介绍了 7 月 15 日《旧金山纪事扭 b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关于中国政府己在北京向美国公

使保证官反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报道。文章接着说，加利福尼亚的

白 A些华人随即发表声:现谴责政府的主场，并威胁说他1门要雇刺客

暗杀外务部部民。外务部勃然大怒，通过总领事钟宝倍否认中国

政府反对抵制美货，强烈谴责远--"失实报草"，并提出警告要对

其在中国的住户进行报复。该部还声明，外务部长是把"旅居海

外的同胞的利益放在心上的"。③文章介绍了这些桔况后，号召

"凡有血气之中国人"均应"强烈反对并竭尽全力设法反击"排

华i占案;而且，中国政府没育权力阻止中国商人抵制美货F 如果

外务部长己有所警觉，"他就应该觉醒起来，真心忏1莓，并站到正

确的立ih l:来"。④

7 月 24 日的→份通告亦持类似观点， ι赞扬了抵制美货计

划，觉察到移民法规的改变是"这→措施取得成效的明证"。⑨

"r 足，抵制美货运动尚未开始。当时而i定的日期是 8 H 1 

① 同上页注⑨。

~) 市J 引史扶林书，第330J页，前引罗荣安!5书，第200页。

⑥ 《大同日报" 1905年 7 月 14 日。

\!J 同上。"反击"或"抵制" "新排华条约" "3虽加"于中国的提法实际上是在
鼓动抵制美货。人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美国华人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承认他们

在支持抵制美货。
⑤ 加德纳译，第107卷， SCR, RG85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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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原管柔克义在北京作了努力，起草了一份新条约，但仍未有

何成效。与之类似，罗斯福在美国的措施也没能改变美国华人的

态度。而 7 月 28 日还在到处寻找移民局监察员加德纳试图进行最

后一次谈判的美国华商，仍旧表示他们是把抵制美赁当作价码，

以求改变贸易限制这一痛苦现实的。但加德纳简单地把他们看作

"中国商会的代表"。这些华商的谈判条件是z 退回到1900年以前

的移民政策上来，否则就把联合抵制美货付诸行动。加德纳禀报

上司说，他们的妻求意味着"只禁芳工，不禁‘非劳工，，，。①但接

踵而来的问题是，旧金山的华商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既寇

的计划。加德纳认为他们有。美国的华商会将此间的让步报告给

国内的商会，同时也会通过与梁诚公使的联系征得北京的同意。

加倍纳强调说，梁诚与前任公使伍廷芳〈当时在外务部任职)"反

加利福尼亚的华商都是来自同一地区"。②

显然，加德纳已成为罗斯福政府与抵制美货的支持若之间一

条不吁多帘的通讯渠道‘但是，他的信息通过官僚向上转达却前

要时间，眼前是来不及了。 7 月 29 日，加德纳报告说:"加利福尼

亚华人代表昨日下午召集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声援抵制美货运

动。"③ 8 月 1 日，抵制美货运动如期开始。在诸如上海、广州等

口岸，运动内容表现为拒绝购买美国货、华人子弟不入美国学校

读书。 7 月 27 日，旧金山的德尔·蒙特磨粉公司 (Del Monte 

Mil1 ing Company) 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z 此前的所有订货均已

取消，今后再也不会去汀货。该公司深信这是--.次"沉重的打

击"。③美国其他出r1厂家在中国的销路也锐减并缺少新订货。这

\D 加德纳致移民总监，旧金山， 1905年 7 月 28 日，第85卷， SCR ， RG町， NA. 

向日，柔克义公使致电国务院z"我能否同意允许符合我们条件IIp非劳工华人进入并留
居美国1"商务劳工部， #52320/27 , RG85 , N A。他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② 加德纳致商务总监，旧金山， 1905年 7 月 28 日，第85卷， SCR ， RG邸， NAo 

③ 加德纳打给F. p.萨金特的电话， 1905年 7 月 30 日，第85卷， SCR ， RG85 ， NA. 

④ 支沃林致移民总监， 1905年 8 月 1 日，同上. 1906年美国对华贸易中销售方

面的损失和订货的失败，其详情在1906年 s 月的众议院听证会上自美国制造商和占口
商证实了。例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严排华听证会)，第59届国会大会第一次公
以 0905-1906) ，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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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t影响直到190ô年 8 月仍未消除。

到 8 月 1 日，罗斯福试图将这-二事件的干扰降低到最低限度

并迅速结束之 3 在此之前，他曾寄希望于北京政府 6 月 29 日给各

地方当局下达的关于反对抵制美货的正式声明，但这一着没 fT奏

效。①从5月起直到8月柔克义及各条约 I~I 岸美国驻华领事遏止反

美示戒的努力也没有任何结果。加德纳在旧金山与华人的接触似

乎只是这扑朔迷离的多面体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然而它也象

其他努力、样呈现出消饵动乱的希望。

因此， 8 月 1 日抵制美货运动开始~J，后，与罗斯福一扭竭力

边 iiHj该运动的移民局但盯 k了美国华人。l!ii德纳拜会了华商领袖

和当地保皇会的首领，在他看来，华商和康有为的过随者这两股

势力对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下用。地发现他们很乐意接受排斥劳

工运→条，不管底在公开场合是怎样讲的。他们所不满的主要是

对来美华商和学生的延误和虐待。他在 8 月 7 日报告说，他们的

要求是"不要干部上层社会的华人，即通常所说的‘-1Þ芳工， "。②

该监察员反复申述，只要与旧金山华人做一笔交易就能平息

;王场运动，即使他们本身似乎缺乏有效的力量。他坚持认为，华

商可以通过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和驻华盛顿公佳来说ijji; 康在沟

则吁以通过他在上海主持一家报纸时的一个学生来说服，因为这

家报纸在"抵制美货事宜上"正指寻着"上海及周围地区的中国

人的，思想"。 Sj主样，而芜困的;主两股势力战 11J 以向其国内的友军

CD 蔡世Lll. (Jt;j排华的反!&:) ，第107页。比前尚未提挠的有关抵制j美货运动的值得
注意的研究成果包括 s 查里斯. F .雷默的《中国抵制j美货运动特别是其经济作用的 ? 

研究，(巴尔的摩. 1933年版〉和玛格丽特·费尔德的 <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 i运动)， 1 

裁叫2国研究>> XI (剑桥， 1957年〉第63-98页。有关抵制美货运动的已经发表的外

tE函件，见美国众议院‘《美国外交文件‘ 1905年川华盛顿， 1906年版) ，第204-334页。
② 加德纳致移民总监，旧金山， 1905年 8 月 7 日，第85卷， SCR ， RG85. NAo 

③ 间上。关于底与该报纸的关系，加德纳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康控制着上
海的《时报>，见前引罗荣邦书，第2~0页。由于与上海的联系，由于有遍布亚洲、美洲

的采i挺有为的报业网，保皇会在中国创造公众舆论的能力不可低估。这些报纸协目
录，见同上书，第259 、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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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宣告，美国现在"正伍修正条约"。①这一i肖息一经四处传播，抵

制美货运动就会惬旗息鼓。

纽约华人一一在这段紧张时期内他们也有所表现一-制订了

另一行动方针，即强调需要改善移民管理程序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他们认为，这一点毋须新的立法就能办到。 6 月 26

日，他们的律师马克斯. J .科勒 (Max J. Kohler) 致函罗斯

福，指出移民局制订的怯规实际上违反了他们所执行的排华法。

科勒列举的几个典型例子之一，是1903年 7 月 27 日公布的法规的

第二十三条，该条指示移民局官员查验来美的非:劳工华人的证

件，"完全违反了 1884年注案第六款飞②他的结论是z"本处列出的

错误，毋需任何新立法，只需改变该局工作条例 (Department

Hegulations) 即可纠正。"③梅特卡夫从罗斯福处收到这封信后，

于 7 月 1 日致函科勒，说他己"仔细"阅读了这封信，并告i陪

他"最近将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修改自关华人的条款。"④

总之，罗斯福听到了三种要求=改变事关排华法案的管理程

)于 p 改变排华政策本身以允许除劳工外的任何一种华人来美z 全

部废除排华陆案。对他来说，管理程序方面的让步是最容易做到

的，他也愿意做这种让步。然而，柔克义和其他驻华领事从其中

国熟人处得知，只此让步走远远不够的，他们敦促罗斯福寻求一

个只禁劳工而不禁其他华人的新条约。到12月，罗斯福正准备签

苦按照柔克义的建议拟定的法案时，又痛苦地意识到国会定会首

先作梗。因此，他在12月 5 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议对原有

① 加德纳致移民总监，旧金山， 1905年 8 月 7 日，第85态， SCR , RG85 , NA. ' 
⑧ 马克斯. J .科勒致罗斯福， 1905年 6 月 26 日，同上。纽约华人的这一断言提

出了由纽约、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华人发端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他地方的华人唯
旧金山华人马首是瞻，见前引阿门特劳特卡，第56页。然而，关于菲律宾华人值得指
出的是，福建省厦门一『此处发生了相当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一一抵制美货运动领导
人之一是张崇伟{音译)，排华政策扩至菲律宾后他曾身受其窑，另一位领导人陈底

(音译〉则生于马尼拉。见蔡世山 z ‘中国与海外华人'第114页。另见1905年 7 月 25 日
柔克义教国务卿信及附件，中国快信， RG59 , NA. 

③ 科勒致罗斯福， 1905年 5 月 26 日，第85卷， SCR , RG85 , NA , 

④ 梅特卡夫致科勒， 1905年 7 月 1 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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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规和条约作一变动，允许除劳工以外的各种华人来美。①

在12月 6-8 日于纽约举行的由素有威望的全国城市联合会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召集的移民问题全国会议上，

美国华人的代言人伍盘照理所当然地支持罗斯福的建议。他 f五 4

次颇受欢迎的演讲中挠，华人更愿;ì1f: f:j同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挝

位，而不愿意接受一个只在最低限度上保护米到这个国家的中国

商人、我师、学生、官吏和游客的权利的修改过的排华战案3 在

一次对臼人听众演讲时，他没敢要求只禁劳工而不禁他类华人，

但他坚持移民局应任用"更好的人吨移民监察员，而不是现在那，

些愚蠢、呆滞的官员"。②

然而，到这时，抵制美货运动己基本上惬旗息鼓了，原因之

一‘是清政府于 8 月 30 日发布了一边强硬的上谕予J:)， ~jlj l1:;另一原

因则是中国商人采取了一A个步骤，即由当时的抵制美货领导人杭

棋修〈音译〉于10月 1 日致函柔克义，宣布停止抵制美货，这使

美国国会有机会修改其排华法规。③同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亦以

武力镇压了天津的抵制芙货运动，并将该j巷口对美国货物开放。③

抵制运动内部的尖锐分歧以及美国的外交压力无疑也促使运动左

下坡路。尽管康有却在上海的追随者们力图将运动近行下去，但

当上海的商人加入商人阵营的"停战协立"以后，大部分追随者

都转而他去。

这场抵制美货运动只进行了短短两个月便僵旗息鼓了，许多

美国华人深感失望，他们本希望美国做出豆大的让步。他们试图e

延长这个运动的一个明证是他们曾致电广州的参加者们，对其行

动表示支持，而当后者于12月在上海等地抛弃了他们之后，他{(l

仍在坚持斗争。然而，在广州，当地的美国商人业已成功地和抵

@ 美国国会川总统咨文h'<.文件汇编>> (纽约， 1902-1908年〉，XV ， 第 7009页.

@ 前引霍克斯特书，第198页。

③ 杭慎修等→千余人"代表各省中国商人"款柔克义"请求修改移民条约"，
兑柔克义致伊莱休·鲁特，商务劳工部， ~52320/27 ， RG85 , NA , 

@ 察世山 <fo计ft华的反应h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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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动的领导人展开了谈判，可望达成妥协，恢复正常贸易。在

这些微妙复杂的事件进程中，美国华人致电中国当局，反对妥

→协，提出 z"必须废除排华法案，不应作出任何让步。"①这封电报

是否能使妥协的天平倾斜不得而知，但广州的谈判不久即告破

〉裂，那里的抵制美货运动又继续进行了三、四个月。

美国华人还继续汇款回国，揭露排华政策的罪恶，支持抵制

美货运动。 8 月，加德纳在一份报告中描述了广州兔费散发绘有

美罔人迫害华人图圆的扇子的情形。在更有抵制美货经验的上

海，有人印发小册子，列举"侮辱、虐待华人的具体事例"。② 7

月，有人将2 ， 000美元汇到上海， 1 ， 000美元汇到香港。直到1906

年 3 月 10 日，"中国反对缔约总会"手中还有15 ， 869.75 美元资金

;用于继续进行斗争。③

然而， 1906年 4 月以后，美国华人的影响由于一场毁灭性的

灾难而一落千丈。旧金山大地震和火灾给该市华人以致命的打

击。他们一夜之间变得→无所有，无家可归，既无财力亦无精力

再支援国内已成余烬的抵制运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朱丽叶斯·

莱(J ulius Lay) 如释重负，向华盛顿报告说，这场地震"对暂

;时乃至永远断绝美国华人向国内的定期汇款大布帮助飞④可以肯

定，从各方面的实际效果来看，开始于1905年 7 月的抵制美货运动

到 1906年5月已经烟消云散了。可以想见，这一运动在多数美国华

人家乡的广州持续时间最长。

历史学家们断言，这场运动基本上是失败了。从其短暂性和

未能在中国彻底禁止美货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

的。美国没有再制订新的排华沾规。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讨

论了福斯特法案 (Foster bill) ，该it案禁止劳工而允许其他各

类华人来美。由 F抵制美货压力 15减轻，回金将该t去案搁置在讨

① P. s. 海因策ßj\曼政鲁待. 1905年12月 4 日，广州诀信， RG59. NAo 
② 加德纳致移民总监，旧金山， 1905年 8 月 7 日，第85卷， SCR , RG 85 , NA o 
③ 旧金山代理移民监察员教移民总监. 1906 年 8 月 10 日，同上。
⑨ 朱丽叶斯·莱致罗伯特. fit根， 1906 年 6 月 17 日，广州快信， RG59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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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它的委员会之中而未有实施。①同样真实的是，罗斯福在12月

间制订新条约、修改排华法案的呼吁亦不了了之。

然而，对美国华人来说，抵制美货运动并没有完全失败。在

运动结束之前，他们即已取得显著的成果，然而其中大部分成果

并未形成正式声明或文件。但最重要的是，气氛有所改变z 企图

全部驱逐华人的风暴已经平息;移民局不再制订执行新注册泣的

计划.也不再对唐人街发动突然搜查P 虐待华人的行为大大减

&, 返美华人办理入境手续的时间大大缩短p 专横的驱逐行为不

再发生s 尤其是1907年制订的新规则反映了移民局对现存法规作

出向更为人道的解释方向转变。②的确，一种心照斗;宜的相互理

解的情景展现出来z 美国华人吁以安居乐业，而除短期停留外，

华人亦不得入境。 1906年这一少数民族的处境明显地比他fì1 1905

年5月以前的处境好多了。

由于本文旨在论证美国华人是抵制美货运动起凶叶 1--个重妥

的因素，因而第二个目的就是表明美国华人的影响贯穿于运动的

始终。抵制美货运动甫经宣布，其代言人伍盘照就被请进白宫，

并得到在众议院发表讲演的权利。美国华人成了洞悉他们的意愿

的中国革命领袖及维新领袖的听众。他们还与中国驻美公使、才匕

京外务部、上海商人有牢固的联系。他们通过设在旧金山的"总

会"一一它将六大公司、保皇会、三f斗会及其它华人组织团结在

一起，给抵制美货运动以热情的支持。尽管在运动过程中内部出

现分裂，但直到1906年头几个月，他们仍齐心协力坚持向国内捐

款。③总而言之，他们的呼吁首先点燃了上海商人的抵制芙货:主

动，随后他们自己又成了这·运动者的促进者和支持者。

① 前引袤基书，第171-182页。
② 众议院文件第847号，第59届国会大公第一次会议， 1905-1906年，第 154-

155页.
③ 最尖锐的分歧存在于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包括孙中山、主合会和伍盈照在内的

另-派别之间.前者主张接受继续排斥华工的政策，在排华问题上倾向于调合、妥
协，后者则要求对华人实行与对其他国家移民同样的移民政策。见前引阿门:特劳特

书，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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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入与移民局的关系也友生了奇妙的变化。尽管一般地

说双方是冤家对头，{U美国华人还是利用与它民接触提出自己的

要求 H与之谈判协商。移民局则发现自己已暂时变为一个情报机

构和联络渠道了。此外，它还参与条约的起草，监察员加德纳亦

得就美R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在移民局恢复其政府机构职能之

前，它已饱尝惨痛的教训，即一旦滥用官僚权力时，即使是美国

华人这样概不足道的少数民族也能掀起严重的国际问题风波。

一般地说，在研究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困时必须承认，歧视性

的千多民政策是其根源。更为确切地说，中国国内→种新的民族精

神使这次抵制美货运动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成为可能。然而，导

致这场运动在1905年春天爆发的是美国华人请求援助的呼声，他

们使人相信他们已处在即将被美国当局粗暴无情地驱逐出境的边

缘。这」运动在中美关系史上奏出了刺耳的音调，而美国华人则

须被看 f;::促成这次动荡民第二三种基本因素。

译自《太平洋历虫评论) 1986年 5 月号

刘岳黛译渠茂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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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中国通的遭遇，

f 忠

让竹幕在自己身后拉下之后，儿个月前晋升到一级外交官显

要地位的柯乐布\在着手下一个任务(负责国务院中国处工作〉

之前，积累了很长一段假期。但他刚到美用，朝鲜战争就开始 F 。

他自愿中止假期，立即赴任。

甚至在国外的战争爆发以前，国内对老中 i耳边的斗争就已开

始加温了。最猛烈的炮火是在1950年刚刚开始之后，由参议员诺

兰和麦卡锡在参议院议席上发出的。诺兰是经验丰富的老牛七，

麦卡锡则是一个新手。他从不了解或不很关心远东问题，却在寻

找时机进行政治投机，以求一逞。当尼克松和另外」些众议员在

非美活动委员会大吵大叫的调查中大出风头时，他一直是点头赞

许的。因此，在1950年 1 月 5 日， f也就与他的参试院同惊共同提

出了他对谢伟思的严晓看法，他把.{il伪造的说怯强加给ìM伟忠z

"亚洲的唯一希望是共产主义"。

1 月 21 日，非美活动委员会打击的主要目标阿杰尔·希斯被

定为伪证罪。 2 月 4 日，出现了克劳斯·富克斯间谍活动案。麦

卡锦意识到进一步加快自己的活动步伐并向某些人展开进攻的时

机已经成熟，断定这些人将成为引人注目的敌对分子一一他称远

些人"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计划，而不忠于自由虔诚世界的理

想和计:tJl..…·我说的是国务院的远东司和美国之音"。

2 月 9 日，在西弗吉尼亚惠林的女共和党人俱乐部宣布的

一次例行出搅中，麦卡锡开始玩弄他所说的国务院共产党人数字

•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 1950年离开中国.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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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戏。..我这里手头有205(人的〉名单，国务院知道他们是共

产党员，而这些人却仍在工作，仍在制定美国的政策。"这次，

他在地理七作了轻微修正，原来指责谢伟思要使整个亚洲共产主

义化，现在则伪称国i伟思"以绝对无误的措词一一我在这里加以

引 ìiE-说，‘共产1: 注是中国的唯一希望'"。 2 月 12 日，在内

华达州的雷诺举行的林肯诞辰纪念会L 他在情说中提出了57人，

这次点了包括谢伟忠在内的 4 个人的名，作为"与共产党有联系

的人的特殊案件"。谢伟思是 4 个人中仍在国务院工作的唯一的

一俨。然后麦卡锡着于列举81人的案情，→开始未附人名。①"啊，

麦克己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要出丑了，现在我们得为他撑腰，"

沃尔利参议员向伊曼纽尔·拉森吐露心情说。

主卡锡横扫→切的主张煽动参议院于 2 月 22 日通过了一项

"调查国务院雇员是否有人对美国不忠诚"的决议。这一任务交

给了外交委员会以马里兰州民主党，人米拉德·泰丁斯为主席的一

个小组委员会，并从 8 月 8 日至 6 月 28 日举行了听证会。

左卡锡的名单且不出众，但最终还是搞清楚了，原来所依据

的是1947年和1948年交给国会的材料，这种材料已经过参、众两

院至少 4 个委员会的调查，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未使任何审查这

种材料的议员相信，这没有什么值得政府惊恐。欧文·拉铁摩尔

在麦卡锡81人名单中名列首位，偏巧拉铁摩尔从来不是国务院的

自员。

不过麦卡锡对拉铁摩尔的攻击却给了这位受害者一个机会，

Ú.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七出面，斩钉截铁地卫护了国务院z

听我说，先生们，要罐毁言论自由，破坏意见和观

点 ti 自由表达，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给那种自由附如上凌

① 弗雷达·厄特利认为，这证明了麦卡锡的审慎，以使他不断更换入，而且他

也不愿点很多人的名(厄特利强调了"不愿"与"不能"的区分) .厄特利争辩说，
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是.1也是一个喜爱准确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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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与中伤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只有

冒我所遭受的那种侮辱才能与所谓的中国帮或麦卡锡参

议员保持不同意见，那么自由就不会长久。如果政府官

员不经受麦卡锡参议员施于国务院官员的那种攻击就 τ

能与 f 同现点的人磋商问题，那么政府的政策就必然是

做乏也创性的 O 只有让不同观点充分发表，极为鼓吹，

才能从中吸取精华，制定健全的政策。谁要是为摧毁过

一过程而卖方，那他若不是蠢人，便是自己国家的敌人。

让麦卡锡参议员记住这一点吧。

第二号反而人物，按麦卡锡那帮i吉j声 Ili1J斥荐的逻辑推论，不

是剧伟思，而是约翰·卡特·文森特。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南方

绅士，对他的"布尔什维主义"，除过去的·些大学一乍级学生

和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外，别人并没有多大的兴趣。然丽他现

在却被麦卡锡加以再现，成了" ( 1 )村俄国极为主要的大共产党

人 1 (2) 国务院间谍活动的 J部分， (3) 不仅应予解雇，而且

要对他依位起际的人"。

由于缺乏攻击文森特的其他古)j的证据，王三卡锡便抓住-(If二

雨衣大作文章。 1950年 2 月 20 日，他告诉参议院，大约 4 年前，

有一个人曾将雨衣遗忘在远东司外而的办公室里。一天，文森特外

出吃午饭，适逢下雨，因疏忽未带上班时穿的外衣，便将这时二雨

衣穿走。回来后无意间将雨衣忘在男厕所里。当他想起来回去取

时，雨衣已不见 r。他到这座建筑物主管人的办公室去询问，人

家告诉他，安全人员得到了这件雨衣，感到奇怪，因为在雨衣的

一个口袋里发现一纸片， 全;面写着一些俄文字。文森特以后永远

得为这仲司疑的裹尸布背包袱，它将意味着:他在为共产党的间

谍活动传递情报。 (:也纸片上究竟写的什么，从未透露过，文森

特一直认为这是某个学外语的学生背i己词尾用的。)

把当时正在瑞士任公使的文森特作为第二号猎物首次加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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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时，麦卡锡只把他看作是曾为苏联间谍活动充当联络人的一个

美国驻欧使节。第工年，麦卡锡差点得到了这种证据。他派了

个名叫查理·戴戚思的人去瑞士，试图诬陷文森特。戴戚思是一

个23岁的黑 λ，曾在海军服役。他到达瑞士后，即从日内瓦给在

伯尔尼的文森特发去一封电报，探听他所说的一个共产党人的消

息，并提出与文森特会面，研究"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戴戚息在电报上的签名是"埃米尔·斯特姆夫利"，这是一个瑞

士共产党人的名字。这显然是想诱使文森特作出泄漏机密的反应，

或者至少也企图证实这位公使曾与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有通信

关系。

大惑不解的文森特未到指定约会的地点，而把电报交给了瑞

士当局，他们又追寻到戴戚思，认为这不是某个美国人的恶作剧，

而是反对瑞士政权的阴谋。戴戚息被证明有间谍活动罪，但他在

等待审判期间已在监狱里蹲了11个月，因此在查明有罪时仅被驱

逐回美国。他在狱中写信给文森特，为自己所做的这种坏事向对

方道歉。他在麦卡锡手下境况不佳F 直到在洛桑i去庭上出示戴威

J思给文森特的信之前E 在这之后麦卡锡又坚持说，他和戴戚思只

是偶然相识的，他从来把戴威思列入他的受雇人的工资名单之列。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参议员竟会抛弃我，"戴威息在宣判时说。

麦卡锡着手制造事端肘， ìi射伟思在伯克利为第三次到印度赴

任整理行装。这位参议员每次发表情说以后，谢伟思都要跑到公

共图书馆去仔细阅读《纽约时报》上的演说正文。认真研究81人

名单的案情后，他断定没有一件适用于他。但他知道，他已列入

这位参议员的死硬敌对分子的名单之内，因此打电话给华盛顿的

外交人员机构首脑，询问他该怎么办。对方告诉他，按原定计划

行事。他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无所不包的忠诚复审委员会此时研

究了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对他的问题的清理之后，建议该委员

会另外对他举行一次详细的听证会，而且这一次要向他本人提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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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去卡锡来到泰丁斯委员会，催促点名井点出谢伟忠平日拉铁

摩尔的名字时，谢伟思此时已携带妻儿、汽车、家具在海七航行

4 天了。麦卡锡掌握关于这两人的个人经历档案，这是他刚会晤

过的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提供的。麦卡锡的大部分旧材料来自

赫尔利和保罗·于娥，以及伊曼纽尔·拉森的早已黯然失色的文

章。至于较新的材料，则大都依靠这位参议员自己的想象，例如，

他知道谢伟思在加尔各答"正帮助制定我国政府十分重要的对印

政策"。

麦卡锡还告诉泰丁斯委员会z 谢伟思是"共产党著名的朋友

和合作者"，他→直"与公认的搞间谍活动的人搅在一起"。这

多少有点真实。谢伟思肯定与毛择东有交往，有一次他们还在延

安修复简易讥场时合作过 z 据谢伟思自己承认，在菲利普·贾非

至少就非法据奇机密文件(如果不是搞间谍活动的话)认罪以前，

他曾与这位《美亚》杂志的编辑搅在一起。但麦卡锢在‘办怯进行

放肆、下流的指控，其中之一是说，埃德加·胡佛曾就《美亚》

事件发表公开声明，说他有百分之百无懈可击的事实指控谢伟思

〈司法部否认胡佛曾说过此话〉。谢伟思是国务院十几个远东政

策的高层决策者之一〈他不是决策者，未制订过任何政策，虽然

他可能确实愿意这样做〉。不过这一切都在全世界面前表明，麦

卡锡是个撒院者。

这是约瑟夫·义尔索普所不能忍受的，他在4星期日晚邮报》

上发表关于丧失中国的文章 4 个月以后，写信给泰丁斯，说t

我愿向你所领导的委员会建议，如果忠诚考察按照

共产党的方式进行，那么你最好展开一次对麦卡锡、骂

里、塔夫脱这三位参议员的调查，而不是调查拉铁摩尔

先生、谢伟思先生和文森特先生。让这种考察形成一张

一览表，展示上述三位参议员对战后外交政策重犬措施

的关键性投票票数，特别是他们对于那些能使一些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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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无效的修正案的投票票数。除非我有重大错误，否

则这张表将会显示，这三位参议员，以及现在同他们一

起叫嚷的其他犬部分参议员，正如战争结束以来《工人

日报E 所断言的那样，在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上

都投票赞成过甜头彻尾的共产党方针。如果暂时同意该

党方针即构成忠诚考察的话，那么就把他们叫到法庭上

说明自己的经历吧……我还要提出，现在迫害这些人〈我

认为他们在中国有错误〉的那些参议员在他们的经历中

需要加以说明、辩解，并使之合理化的问题较前者要多

悍多。我依然认均，丧失中国是不必要的，但我认约，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当破坏美国政治生活的神圣传

统。这种传统目前似乎遭到了危害。

谢伟恩未能使用他三套名片中的任何一套。麦卡锦认为他在

加尔各答损害印美关系之后的第二灭，他在海 1-接到一封电报，

电报指示z 一旦他所乘的船到达横槟，他应立即乘飞机返回华盛

顿。主卡锡是在参议院餐厅用餐时得知事情的这种变化的。参议

员赫伯特.H.汉弗莱和华盛顿的律师约瑟夫·劳就在附近的每桌

上用餐。他们看见麦卡锡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筒听了一会儿，

就高声狂 R4: "他们已将谢伟思调回来了 l 现在我可把他和他们

都给难住了 I " 

国务院在代理副国务卿约翰. E .普里福伊所发表的一项声明

中，试图对此进行争辩，说谢伟思绕道回国并非因为麦卡锡说了

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忠诚复审委员会要让忠诚安全委员会

进行网问。普里福伊公开声称: "说到谢伟思，我们认为他是J

位精于的，真诚的，和一-我再说一遍，象以前多次说过的一样

←←无可争辩的忠诚外交官，是我们杰出的远东事务专家。"他

还说，由于调回iji伟思， "人事的安排〈对他在印度的新任命是

这种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怀疑，其他→系列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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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都将暂时无拮进行，在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外交活动就 t冥中

断，并受到损害......我不知道，当船靠码头，他面对电报去他转身

回国这样→种‘忠诚调查'时，如何处理自己的家庭布行李等物。我

认为，他和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个家庭不知这位 A

家之长将在美国滞留多久，决定先去当时他准备去的靳德里， ){:在

那里呆了10个月，直到弄清楚他永远不会去该地为止。〉但我

确实知道，这是一种耻辱和青损名誉的事，他们将再次忍受这种

羞辱、难堪和烦扰P 我敢说，整个国务院的同情和善意都是向着

他们的"o ① 

谢侍思于1950年 8 月 27 日到达华盛顿，受到还在那里的少数

同辈远东问题专家私下热情和深表同情的接侍。一批国务院官员

甚至鼓起勇气到机场迎接他。他们当中有·个外事机构的日语专

家马歇尔·格林，此人比较鲁莽，不24因丢掉职位而烦恼，因为

他有独立的财产。②在国务院工作的大部分高级人 l二都受到伤害，

虽然这种伤害是逐步的。他们当中某个人受到其他州头面人物的

责难，他们可以平静地接受，但麦卡锡参议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i射伟思一文不名，因为他正把自己的→切性入都寄给不在身

边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住迸了华盛顿一家廉价的旅馆 3

① 两年后，麦卡锡就这件事发表他的看法时写道"他〈谢i书思)的任务是向
国务院提供有关对印政策的意见。谢伟恩在印度代表国务院行事时，印度正面临象中

国~样严重的共产主义威胁.我逐点论述过谢f书思对于将 4 忆中国人出卖给共产主义

的政策是如何出力的。如果我只是→般地论述我国对华政策如何具有灾难性，或印度受

共产主义威胁如何严重，谢伟恩显然就不会被调囚，也不会使他的计划有丝毫改变.
② {也是→个级别很低的外交官。过去在新西兰时曾是谢伟思的下级(1973年被

任命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并成了谢信思的好朋友，他们的友情之深实际上达到

了能够猜透彼此的心思的程度，据说两人因此无法在一起玩桥牌。格林称麦卡锡时期

为"外事机构最黑暗、最蒙受耻辱的年月"·他逃脱羞辱是因为过去从未去过中国。
到了1971年，他晋升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后，才附同尼克松总统

访问过中国.此前几个月，谢伟思受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地拘泥外

交细节的他，尽管当时已和国务院毫无关系，却仍在接受邀请之前首先和格林商议.以
确保国务院不加以反对。词j伟思回国后，这位助理国务卿为了在与尼克公山发前尽;;y
能多地了解中国，特意飞往加利福尼亚与他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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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尔顿·弗里曼一·家听说此事，要他迂到他们在乔治城的住处。

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多也不过是三楼一问未隔开的房间，那里原

j忌孩子们的游戏室。 fii听起来这总比他们的朋友萤居的破烂、低

级的住处要好'一些。谢伟思去后迟疑，他感到自己成了被社会所

遗弃、别人躲之唯恐不及的人，如果他接受他们的好意，弗里曼

的前途就可能受到损害。"我们听天由命，"一一弗里曼说。这

样他就搬去与他们同住了 6 个月(他还在菲利浦·斯普劳斯和约

翰·戴维斯家度过一些时日) 0 "他是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

客人，"若干年后弗里曼说，"他整理自己的床铺，并为每个人洗

盘子，这并不是因为盘子太多洗不过来。他在那里时，你可以把

他算在我们的其他朋友之列。实际上在华盛顿，每个人都从他们

的朋友名单中把我们删掉了。"①

在泰丁斯委员会面前维护过谢伟恩的代理副国务卿普里福伊

这时力促f也请一位律师。但要找一个合适的律师谈何容美易，在

《美亚》事件中他曾请教过的约翰·里德，一位评寇员，远非自由权

方面的专家。约瑟夫·劳与威廉·雷明顿关系密切，正如阿贝·

福塔斯与欧文·拉铁摩尔关系密切一样，如此等等。最后，国务

院法律顾问艾德里安·费希尔建议他找麟利、雷茨和拉克尔肖斯

事务所。他们原先都是劳工律师。赖利后来当过地区上诉法院的

法官，在拟寇塔夫脱一哈特利法案时已是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律

师。雷茨亲自处理他的案件，也熟悉华盛顿的门路p 他不久前已

是司法部助理部长。雷茨把谢伟思当作自己的当事人，不收任何

费用，热情地为他奔波了12年，只是在肯尼迪总统任命他为驻科

① 弗里曼笃于友情。 1970年，他作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完成了一段长期光荣
的事业之后不久，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了→次晚餐会。当女士们向男士们道扰告退，让

男人们喝酒抽烟时，一位退休的陆军将领开始发表长篇激烈的指责怪演说，反对他所
讨厌的人，其中就有声名狼籍的、卖国的、亲共的戴维斯。"你不能在我面前那样说
戴维斯"弗里曼说，接着就离开了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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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里亚大使肘，他才退出。①〈此时约瑟夫·劳已无约束，可以m

当此任。)谢伟思无论何时去华盛顿，雷茨都象以前的弗里曼一

家一样，对他说，希望他把他们家看成自己的家。

在麦卡锡激起的忠城调查期间， ì.射伟思仍保留在工资名单中，

〈根据法律，他仍保留着去印度的任命) ，但国务院感到困惑，

不知如何对待他才好。 i也被安置在一个名叫运营设备处的单位，

从事一项含糊的、无要求的工作，其中之一是熟悉打字机业务。

:为使自己头脑清醒，他阅读了美国南北战争史， (晚上，当弗里

虽一家等电话时，这位客人就常常合他们讲一些生动的轶事) , 

探入研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雕塑，想il~见到国会议员，请求

他们走持，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减少他们的怀疑。他给那些他事先.

知道是共济金会员的人们寄去他在中国照的全副武装的照片。他

所拜访的人中有参议员诺兰。拜访时为了显得温和一点，他提到

了 1932年自己曾在诺兰家族的报纸奥克兰《论坛报》主持的马拉

松赛中获得过一枚金表。这位参议员勉强一笑，似乎对这种凭证

毫无印象。(几年后，这位退休的参议员回到奥克兰，亲自主持

该报。当谢伟思在华盛顿参院外委会露而时，成了《论坛报P 一

篇长篇东好的文章的中心人物。记者找到他并给他打招呼，说要

与他的老板共同来处理这篇报道。但结果井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诺

兰曾经修改过报道的任何迹象。〉

雷茨遇到不少问题。为 f恢复谢f韦思的名誉，需要有他的许

多同事的宣誓书和证词。 但在那个时候，任何政府官员要想在麦

卡锡板斧底下找麻烦，那都是危险的。例如在哈佛大学有地位的

费正请教授，他似乎比较安全，为谢伟思说过话， 111事后不久，

① 雷茨生于印第安纳州， 50年代初从华盛顿回到本州，希望当选为议员。但他

离开本州太久，期间曾就读于马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泣科，而且没有震普塞尔的
土音了. 60年代竞选总统肘，他为民主党活动，肯尼迪的竞选人员答应他，如果他们
胜利，就任命他为大使。赁~记得，原来内窟他去巴基斯坦或澳大利亚，但结果却让
他去利比里亚，是否他与诩伟息的密切关系使得他得到这样-个不太受人尊敬的职
位，这是可以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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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准备访问被占领的日本时，军方i.1J拒发许可证μ纽约时报》也

不请他担任该报星期日专栏有关亚洲问题的重要著作的评论员。

但瑞德 t校谁也不怕，他视友情重于个人利益。现在从亚洲得到

有份量的证明，说明蒋介石拒不让他永久留居台湾是别在原因的。

对于谢伟思和雷茨来说，第一件事便是出席三个重要审查机

构之一·的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主持该委员会的是新

罕布什尔的退休准将康拉德. E.斯诺，同他一道的是艾基里斯和

斯蒂文斯，这是两个专业人员，他们都着重研究欧洲问题。他们

的沾律顾问是艾伦. B .莫兰，他大概欢迎这一任命，因为他的固

定工作是国务院与众议院之间的联络官，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适

宜的'C 作。

听证会于 5 月 26 日举行。一位心怀忧虑的政界元老中的元老

亨利-L f听廷森在民岛给《时报》写了一封信，指出麦卡锡的做法

"显然不是保证政府雇员忠诚的恰当办法……有决定意义的是我

们外交政策的实际实施" 0 (社鲁门总统称此信为"中肯之言" ) 

听证会就是在这之后不久进行的。听证会的一个特点是乔治·凯

甫的出现。任何人都认为他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甚至麦卡锡

也不指责他是共产党人。按忠诚安全委员会的紧急指示，担任国

务院顾问的凯南审阅了谢伟思于1942年 5 月至 1945年 5 月所写的

报告，共计126件。他不仅尽可能快地〈因为只有 4 天时限〉详细审

阅这些文件，而且为了寻找共产党影响的证据，他还将它们与俄

同人在同一时期所说的话作了对比。

当时从未见过谢伟思的凯眩，对他的一份备忘录留下了探刻

的印象，并使陪审员予以注意。备忘录说z "由于蒋介石的内外

政策，他可能不自觉地为俄国人统治东亚作出努力，这种政策如

战现在的方式继续执行，就会使中国过于虚弱，无法成为与俄国

相抗衡的力量。他这样做，也许是在自掘坟墓，不仅在华北和满

洲如此，而且可能将朝鲜和福摩萨推入苏联的怀抱。"凯南认为，

这些话都不大象希望每个人都在令人窒息的俄国控制下完蛋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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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所域的话z

我的看法是，实际情况正如谢伟思先生在这些报告

中所说的那样。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要比不提出好。

在这种限度内我要说，我本人就可以用所有官方观察员

所具有的那种自然倾向来加以说明〈根据我在莫斯科和

纳粹德国汇报形势的切身经历，我非常清楚这种倾向

性) ，这就是 z 在你认均外国政府的官方宣传试图将某

种东西强加于自已政府的时候，想法揭露这种宣传。

凯南的结论是z

我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说明这些报告之所以具有特

性，除了提供报告的官员希望将他所见到、所要说明的

事实告诉国务院之外，还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或联系， . 

或者出自任何冲动。我也未发现任何迹象，说明这些报

告除了直言不讳地向国务院报告自己的最佳判断之外，

还讲了别的什么。相反，贯穿在报告中的总的思想水平

和理智的灵活性，在我看来，并非一个思想封闭、怀有

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所能办到，这就是我的结论 z 这不

可能。

忠诚安全委员会的最后裁决有利于谢伟思，不过这是暂寇的?

还要推延到最终判诀，要看看"新的"证据，联邦调查局一直在

搜集这类证据，其中有些几乎肯忘是国民党在华盛顿的特务塞给

该局的，如z 怀疑谢伟思是同性恋者〈这可能是通过参议员惠里

传开的，但谢伟思决不用，) ，他还有→个私生子〈他在孩子出生

前有17个月时前未与所说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忠诚安全委员会

审核了这类站不住脚的流言茧语，并于10月 9 日无条件地作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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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他的判决。

斯克里普斯一茬华德尔报纸不同意这一决定，主张不让谢伟

思去印度。谢伟思的家还在印度，他提出，如果他到那里使国务

院为难，那么概他版别的任何工作都行。但他的上级告诉他，报

纸管不了国务院的任命，对他的任命依然成立。不过并未成立，

仍有另外为难的事z 他在外交人员名单上处于注明要从二级外交

官晋升为一级外交官的那些人之士，只要他的名字保留在花名册

土，在他下面的人谁也无怯晋升。由于参议院批准他的希望甚微，

他要求将他从花名册上勾销，结果他被勾销了。 1951年 2 月，他

的家在离美赴印近一年之后从华盛顿得到指示，返回美国b

在此期间，谢伟思还出现于泰丁斯委员会，他高兴地发现，

该委员会主席和民主党成员一般都同情他所处的困境。(由于这

种同情表现，还有其他原因，泰丁斯于11 月丢掉了参议员席位，

去卡锡分子借助伪造照片，指责他与共产党人厄尔利·白劳德关

系密切，因而惩罚了他。)在雷茨答应代;去他之前，他的事务所

提出了若干条件 z 他们的当事人快不接受第 5 号修正案p 他在忠

诚安全委员会的审讯和他在泰丁斯委员会的出现，都要尽可能公

之于众。泰丁斯答应将他所管理的几乎一切都予以公开〈行政会

议除外，要讨论机密问题) ，并摘足国务院委员会的要求，将该

委员去的会议记录作为他的会议记录附录加以公布。

麦卡锡不是泰丁斯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该委员的公开会议

士出现，并在其行政会议外闲荡，等待共和党少数派律师罗伯特一

·莫里斯给他提供机密情况。(莫里斯是美国右翼吸收到自己队

伍中的最勇敢的斗士， 1951年 2 月成了参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

的首席律师，他花了多年时间，企图证明美国的老中国通们曾经

阴谋将中国交给共产党。在1958年的一本名叫《难怪我们的失败》

的传略性名作中，莫里斯仿效厄特利和1魏德迈等人，始终将Em-

merson拼写成Emersono )

一次会后，谢伟思走出会场，班惫不堪，饥肠辘辘，一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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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记者想拦住他给他拍照。谢伟思想擦身而过，不予理睬，雷皮

!雯他同意拍照。他停下了。此时麦卡锡从门口跳出来，满脸虚笑、

‘条臂膀搂着谢伟思的肩，设f主取一镜头，将胜利者和牺牲品拍

在 a起一一咧嘴而笑的麦卡锡和闷闷不乐的谢伟思并肩而立二另

一次，麦卡锡事先得到莫里斯的指点，偶然遇到谢伟思，便亲切

地以"哈l楞，约翰"的招呼向他致意。按照传统，人们从不以教

名称呼谢伟思，这种称呼沾表明麦卡锡的调查减弱了。

在小组委员会面前，谢伟思再次扼要说明了自己一生的自动，

再次交代了自己与贾非轻率的接触，也再次肯寇了自己的忠域。

小组委员会在报告中是这样介绍谢伟思的z

因此，我们就对用以指控一个人的总括的说法〈指

赫尔利将军的诋毁〉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这种说法断

吉他的报告都是"亲共的"。在写了这些报告 5 年之后，

却因他写了看来是他所见到的真实情况而毁了他的前

程，他坡扣上了末忠诚的帽子，井受到了刑事处分。

关于赫尔利，报告说:

• "亲共"这顶帽子看来更适合帕特里克·赫尔

利而不是约翰·谢伟思。但我们还是全力反对任何这类

说法 z 赫尔利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没有尽到他认均

皂白已的爱国主义的职责，没有陈述他认为是促进此种

职责的意见。赫尔利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最好不过

地证明了方法的谬误，证明了对一个诚实地汇报情况的

人抛出的无根据指控给美国所造成的危害。

参议院作为一个整体，批准了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一一按照觅'

报方针，民主党党员都技了赞成票〈从而扩大到赞成谢伟思)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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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党员都投了反对票(从而也就赞成麦卡锡〉。 i射伟恩、自然对

此种结果感到欣慰-一一县然他宁愿不做党派斗争的筹码一一但他

的苦难远未结束。

但在当时，就连他也忘记了国务院如何以不同方式经常研究

他的案情(当时总共研究过 7 次) 0 5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一个

想入非非的国家，而且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为了寻找替罪羊，

对他的审讯笃定要冷酷无情地继续下去。①国务院将继续审查谢

伟思那已经翻阅了多次的档案。

柯乐布以他有节制的、正直的想址，曾经认为，由于朝鲜战

争，缩短他苦苦赢得的假期，尽职向华盛顿报告情况，是绝对必

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到1950年 7 月 6 日，他确实这

样，做了。但他发现，象他这样最熟悉远东问题的外交宫的知识，

并未象过去一样，有效地加以使用，以缩小冲突的时间F 确实，

从一些事例可以看出，外交官对这种冲突是负有责任的，特别是

中国人被不了解他们的麦克阿瑟将军所激怒，在那年秋季参战

以后。

有些专家早已随分隔开，不让他们过!马亚洲的任何事务，他

们倒要感谢这种做法。例如菲利普·斯普劳斯在1950年夏季去了

巳黎。"我对摆脱这种破坏感到高兴，"他说。约翰·埃默森也

应该去巴黎，作为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那里匆忙召开的联

合国大会。给他的命令在飞机预定起飞前几个小时取消了，有人

告诉国务院，他一直与日共有共谋的默契。他所作的在拉国的一

切考虑都不提了。约翰·戴维斯仍在华盛顿，在凯南领导的国务

院政策设计署工作。据《时代》杂志(还有其他报刊〉说，朝鲜

战争前夕，他在对麦克阿瑟掣肘的活动中曾起过作用〈虽然除支

克阿瑟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有掣他的肘的能力〉。

① 正如<;.豪兰·肖在‘外交杂志》上所说"职业告密者成了英雄和知名人物，
JlÍi杀则取代了传统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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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9 杂志的i罢论激怒了凯南，他写信给该杂志说"当时

政策设计署的领导毕竟是我，而不是戴维斯……当你们鼓励读者

无视政府职责的等级制度，在下级官员的所谓‘影响'中为公开政

策工作中令人不快的事寻求解释时，难道不是把你们的读者引人

歧途吗?难道所有的挫折都一定要归咎于邪恶的阴谋吗?这些挫

折可能大都是政治体制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即使最审慎的判断也

会有缺陷，即使最清晰的日光也金有模糊之处，或许甚至由于这样

的事实，即芹非所有国家政策问题都是容易解决的，一'这一切

难渲都不吁能吗? "① 

1950年，柯乐布作为国务院中国处的负责人，是负责远东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直接部下。 7 月至10月间，他通

过各种渠道送上备忘录，发出警告，大意是，在一定情况下，不

能指望中国人置身于战争之外z 有一次他还指出，如果美国军队

在朝鲜越过划分该国南北的三八线，中国人几乎肯定要以同样的

手段作出反应。早在 7 月 4 日，柯乐布就声称， "从理论上认为

中共会消极被动的那件抉择可以随便勾销。"他不是唯→持有此

种看泣的人。阿瑟. i木沃尔特当时在伦敦，填补美国大使馆为一

位远东问题专家保留的缺位 o 10 月初，他从英国外交部获悉他们

刚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那里听到的话。知道播尼迦会把话传出

去的周恩来，私下告谅他，如果不是南朝鲜军队，而是联合国军

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人就会参战。②

① 《时代》的话比起比它更右的那些人的断言来，还算是平淡的，在那些人看来，

罪恶的阴谋是政治拱门的拱顶石。到 1971年，约输·伯奇协会的小册子作者加里·艾
伦写道，谢伟息"在从中国向华盛顿发出的假情报中，是戴维斯的上司同志......谢伟

思象戴维斯一样，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同情者中的一环，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奉送给毛
浑东。象戴维斯一样，谢伟思也从未偏离中共路线→丁点儿……明智的人可以设想，
由于毛原来是个独裁者，由于红色中国人在朝鲜使帝国战俘遭受了无可名状的痛苦…

…如果戴维斯戎谢伟恩在公众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真面日，那么善良的美国人一定会将

他们处死。"

② 在德里的雷蒙德·埃默森主主主IJj恿知，突然要他转移到布鲁塞尔，想法弄j寿县;

中的缘故。这时他认为林沃尔特可能对此事有所了解，便在伦敦打电话给他。为避免
偷听，他们采取了安全的办法 z 用中国语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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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会晤之前，林

沃尔特提醒华盛顿注意这一情报。会晤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经

验，自限①的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人不会做那种荒唐事。

具有广泛经验的柯乐布本来可以反对这位将军的意见，然而他虽

然是国务院中国处的负责人，但并未在社鲁门的人员之列。

那年12月，毛泽东的"志愿军"横冲直撞地跨过鸭绿江， ;ì j: 

将麦克阿瑟配置拙劣的部队分割成两半。在这之后，对准确预见

中国干预的柯乐布的报偿，是对他进行调查。他终于在从圣诞节

到新年的那一段时间内停止工作。不过当时政府大部分官员不管

怎么说工作效率都是很低的。 1951年 1 月 2 日，当他回到自己的

办公桌旁时，接到国务院一份圣诞节礼物-12月 26 日通知，说

他受到怀疑，要审查他的忠诚问题。国务院要了解他的政治态度，

他的"左倾"问题，特别是耍了解关于他于1932年到过《新民众》

杂志办公室一事。这是他第一次碰到这类问题。他被通知2 他曾

为一个名叫格罗斯·哈钦斯的女人〈沃尔特·卡蒙的名字不知为

何消失了〉带回一封信，这个女人是为劳工研究会工作的，而该

金属于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阵线 s他们还告诉他，当他到《新民众》

办公室时，曾要求会见身为共产党员的编辑迈克·戈尔德。

柯乐布想不起;主些事了，他本人的日记到 5 月底才能弄回来，

于是他只得去找哈钦斯和戈尔德，以期弄清他们是否与他见过面

(哈钦斯小姐说她不曾见过他， Ji:说假如他要找她，那肯定金主

错路，因为劳工研究会与《新民众争不在同一座楼里。〉在他等

待他的日记时，纠缠他的人并未闲着。 1951年 8 月 14 日，非美活

动委员会〈法官议事所已于1948 年12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中首次向

他提出有关《新民众》的问题〉把柯乐布叫去，对他说"喂，

你认识格罗斯·哈快斯吗? " "原来不认识，最近找到她后才认

① 包瑞德上校回想起不久前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的事。当时蒋介石派副总统陈边
去台北机场迎接他。麦克阿瑟显然做梦也未想到会由第二把手主tE边接他，他兴~勃勃
地走下弦梯，向吃惊的陈战伸出手去，说雹"委员长，几年来我-直在等待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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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并从她那里得知，她曾随主教布教困到中国两次，但在抵

达那里以前已离开了亚洲。" "认识欧文·拉铁摩尔吗? " "认
识。" "约翰. i射伟思'?" "当然也认识。" "厄尔·白劳德'?" "不
认识。 " t，伊曼纽尔·拉森7" t，不认识。" "史抹特莱呢7""认识。"

他想起1931年在江口拉根·鲁茨家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小姐。鲁

茨是主教团的教长，蒋介石的宗教顾问之气①现在柯乐布己做

好思想准备，他可以告诉非美活动委员会z 如果史沫特莱小姐是

如此危险的人物，那么为何在1934年 5 月 4 日一一认为他从她那

里给《新民众热带回一封信的两年之后一一赫尔国务卿应纽约参

议员罗伯特. F .华格纳之语，亲自向驻华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发

估，要求他们优待和帮助这位女--1:?

1951年 4 月，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指挥权，命令

他回国。这就激怒了这位将军的支持者，他们大体上也趋向于支

持蒋介石，因此他们倾向于指责老中国通，因为他们已经葬送了

中国，现在又葬送了麦克阿瑟，而且几乎还要葬送朝鲜。杜鲁门.

对麦克阿瑟采取严厉措施，作出重要姿态，维护政府威信之后，

向大部分亲麦克阿瑟的保守势力抛出一根骨头，为应付这帮人，

他于 4 月 28 日公布了确寇政府部门人员忠诚准则的修正案。直到

此时为止，解雇的条件是基于"合理的根据……认为此人不忠

诚"。如今，不忠诚的问题无须再加证实 p 对一个人的判断只须

找出"对忠诚的合理的怀疑"即可。

新规定实施时，柯乐布于 6 月 27 日接到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

会具体指控他的通知。指控共计10项，而且表明，在那令人忧惧

的年月里，人们是怎么想的。当看到第10项时，柯乐布并不感到诧

异，上面说他 "1932年曾将一个密封的信封递给纽约共产党刊物

《新民众》编辑部一个办事员，由其转交共产党分支机构劳王研

究会雇用的公开承认是共产党员的名叫格罗斯·哈钦斯的人"。

① 鲁茨是世界知名的教士，人们有时叫他"激进的主教"而史抹特莱则称他

为"主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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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项都标明"具体的"字样，即 z

1.1931-1934年期间在汉口与共产党人有联系;

2.1932-1934年期间以赞成的态度看待共产党某些方

面的问题 z

3.1934-1935年期间在北平有明显的"左倾"倾向:

4.1930年代初对共产党的学说有明显的偏爱 z

5.1935-1937年期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 5

6.1940年以前(被)归类均"温和的革命者"，信奉"共

产主义"性质的学说，

7.1940年在上海(是) "百分之百亲共的 "p

8.1933一1934年期间(是) "有利于"共产党的 F

9. 与下列有名有姓(有或者没有〉的人亲密联系·… .. 

名单上共列了 11个人的名字，大部分人在那个时代的:你知

道他们是谁'/ >>中都可见到，例如菲利普·贾非、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又格尼丝·史抹特菜等。但其中两个名字使柯乐布感

到困惑，一个是克拉布·巴斯，另一个是弗拉基米尔·米赫耶夫。

柯乐布当然知道巴斯，在巴斯离开外交界执教以前，他俩曾在中

国当过外交官。至于米林耶夫，不仅不是常见的亲密朋友，而且

柯乐布也想不起曾听说过他。不过到时候自含有人启发他: 1945 

年米赫耶夫在长春当记者，曾计划到柯乐布工作的符拉迪沃斯托

克作一次旅行。巴斯认为这个俄国人值得去那里一谈，便在自己

的一张名片上，撩撩草草地写了柯尔布的名字，并附了"请我的

朋友弗拉基米尔·米赫耶夫代我向你致意"的话。米赫耶夫从未

交出这张名片，柯乐布怎么也想不起曾互相仔细注视过对方。

〈忠诚安全委员主是如何得知这张名片的，这一点从未向柯乐布

透露，据猜测，那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务机构从某个地方发掘出来，

交给联邦调查局的。〉至于柯乐布的"左倾"问题，原来基Ai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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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在有关自己下级的一份例行报告中引用了别人的话，即说他

以"左"倾而阔名。高斯作为柯乐布的证人来到忠诚安全委员会，

声称他本人从未说过此话。但该委员会不与高斯磋商，即将这

i.R ft戈一项指控，并希望柯乐布反驳。

柯乐布接到对他的指控之日即停止了 E作(如果他没有积累

起来的假期，作职期间是不发工资的)。套在一个接一个老中丑!

通脖子上的绞索开始越拉越紧了。戴维斯和文森特都处于倒霉和

受诬蔑的困境中。文森特不久即从瑞士调到摩洛哥的丹吉尔市，

在那里大概无人吹胡子瞪眼，国务院也可以争辩说，他处于间接

的诀策岗位。戴维斯被调到德闰，任美国高级特派员的代理政治

顾问。此外，那年夏季有一个月是谢伟思少有的幸运岁月 z 在忠

诚安全委员会 8 次复审他的案情之后，他终于被宣布无罪。

对柯乐布的正式听证会于 7 月 31 日开始，由康拉德·斯i若主

持。会上指控他是"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有联系，或带着同情

心与共产党交往……(或者是〉一贯相信和支持共产党思想和政策

的人……或者经常与众所周知的或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人来往川

在接到对他的 10项"具体"指控与他出席听证会之间这段时间

内，他向该委员会写过 6 份申诉信。戴维斯、谢伟思、文森特和

他虽然差不多都是被同一把刷子抹黑的，但他们各自都在设怯维

护自己。不过柯乐布认为，在他的听证会中插进很快以老中国通

忠实保卫者身份出现的凯商在上个月为戴维斯所作的某些证词是

有目的，而且也成功了。凯南说z "如果在我们的体制里弥漫着

一种气氛，人们在其中感不到有如实反映事实的自由，不知道最

大的犯罪是讲那种未见到的事实，那么在我看来，成功地实施

民主外交政策就是不可能的。我对此深有感触，因此我认为，对

于要求他们向政府报告情况的那些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忠实地

报告他们相信的那些事实。"

柯乐布上交了几百份有关中国和中苏关系的报告F 但自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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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很长，他从未看出有多少是调查入员费神看过的。此外，他还

从下列人员那里积累了许多证词:除不认沟他是共产主义者的那

些驻华老相识外，还有汉口英美烟草公司前经理，以及奈特·比

恪拉塔夫博士〈他是康乃尔大学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1920年知

道柯乐布回到北平，曾说 "f也是我所知道的美国外交官中最富

学究气的一个。"一位曾在金陵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的老传教士

迈困纳·塞尔·贝茨在证词中透露: 1949年在北平的许多人都认

J.h 柯乐布在维护美国权益、财产和反对共产党方面，是坚定不

移的。但瑞ts t校，当柯乐布i吉他评论自己是不是安全的危险时，

赞许说"我总认为你安全可靠到了使人厌烦的程度。"

'‘ ‘ 

整个秋夭，听证会都在进行。柯乐布不再绞尽脑汁从快速翻

阅的泛黄的陈旧文件中寻找1/4世纪以前的人和事的答案，他再

次在非美活动委员~出现。该委员会向他索取他的日记。柯乐布

且然乐意交出有关的摘录，但不愿提供全部日记，因为其中有许

多私事，这样做有足够的边理。如何处理这件事，他感到不知所

措，遂与代理副闰务卿卡莱尔.H.体梅尔辛商议，后者建议他将

全部日记交给国务院。如果以后要不回来，那就不可能再整个交

给议院的委员会了。但柯乐布照办了，国务院又将日记转交它的

忠诚安全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些日记从总体上说反映了他当

时的真实思想，没有发现存损罔家声誉的东西，更不用说她哪方

面不忠诚了。

1950年还建立了另一个调查组织一一参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

主。在帕特·麦卡伦主持下委员会立即开始调查T作。麦卡伦是

蒋介石非常忠实的盟友， 1949年，这位内华达州人曾建议给蒋介

石以15亿美元的资助，还要将美国军官派到亚洲指挥与共产党奋

战的国民党军队。或许麦卡伦有理由相信，与过去史迪威驻华时

期截然不同， 1949年时蒋介石处境十分危急，可能接受这种安排。

对麦卡伦来说，国务院没有多大用处，这里不存在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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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Ì-~.t伟思躲在运营设备处办公宝，编制支卡伦委员会提到的历

有国务院人员的卡片索引。这个名册包括谢伟思本人，于他不利，

这是魏德迈(还有其他人〉提到的，当时魏德迈业已退休。主卡伦委

员合一成员曾劝魏德迈同志从谢伟恩的一份报告中断章取义地摘

出一些议论，其1951年的含义正好与人们设想的 1944年的含义相

反.丽当时国务院曾宣布这是一份"杰出的"报告。麦卡伦委员会

并未洁谢伟思去证实。假如他去了， f也就能纠正该委员金在终结报

告中这种公然伪造的说法，这是他在《美亚》案件中被暗示过的。

圭卡伦集团提出中国问题的借口是它打算调查太平洋关系学

金。在这种借口的掩护下麦卡伦便可以为所欲为，例如惠特克·

钱伯斯准备将他在1932年与柯乐布冲突的旧事重提。关于柯乐布，

i主委员会似乎知之不多。麦卡伦的一个首席调查员本杰明·曼德

尔曾说，除知道柯乐布曾任驻长春总领事外，没有掌握其他材料，

并说"这大概就是他在本案中的职务。" (他一度担任这个职

务，当时他实际上和所有其他美国人都在一年半时间不在中国。)

麦卡伦认为，所布老中同通都足一经批准便可以捕猎的鸟兽，

而且足将由他捕j苦的」批人。把钱伯斯带去痛斥柯乐布之后-周，

路易斯·布登兹又被置于证人席 I二，准备对文森特下手。战争期

间，前《工人日报》主编似曾告诉当时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的罗

伯特·莫里斯，文森特是共产党员，莫里斯便把这话传开了。如今

莫里斯又满意地手11布登豆豆勾结在一起。令莫里斯高兴的是，布登豆豆

正在民主卡伦委员会报告文森特和费正清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说

谢伟思.， (被美共政治局〉称为在国务院可以依靠的人，特别在

1945年与赫尔利将军进行的斗争中可以依靠"。①

次年 1 月，当文森特被调回!丑，到麦卡伦委员会作证时，他

提出了」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

@ 莫里斯在他1958年出版的《难怪我们失败》中说"麦卡伦的本质无论何时

都是正直的，他进行调查时严谨认真。"回过头来看，弗雷达·厄特和!也把"严谨"
说成是麦卡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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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宗主席先生和诸位委员:

我要求给我机会与你们见面，理由有二 z 其一，庄重

地宣布否定在这个委员会里针对我制造的某些不负责

任的但又是非常严重的说法;其二，在委员会的调查工

作中给我以一切能够给予的帮助。

1951 年 8 月 23 日，在这小委员会里，莫里斯·布登兹

提出了下列问题 z

"布登兹先生，约翰·卡特·文森特是共产党员吗7"

布查兹先生回答"我从自己收到的官方报告中得知

他是。"根据复制的记录，布登兹先生并未提到或讲过

他所说的那些"官方报告"。

后来莫里斯先生又问道:

"布登兹先生，你的证词不是说，那时约翰·卡特·

丈森特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共产

党官方秘密? " 

"是的，先生! "布登兹先生回答说。

布登兹先生还证明，我被说成是"符合共产党的观点，

与这种观点完全一致"。当问到材料来源时，他说"这

是当时共产党政治局的官员说的，是白芳德先生或杰克

·斯塔赫尔先生说的。"

我从未见过白芳德，也未见过斯塔赫尔。但回顾一下

白芳德先生在泰丁斯委员会的证词也是恰当的，当时他

说我不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

的。①

1951 年 10月 5 日，布登兹先生再次出现在小组委员会面前。

CD 当问到文森特和谢伟恳的情况时，臼劳德曾说过"呆子你们提到的这两个
人的名字，我要说，就我所知和我相信，他们从来与共产党有过任何直接的或间梭的
，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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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先生问: "布登兹先生，体在这小委员会上证

明过约翰·卡特·文森特是共产党员吗? " 

布登兹先生回答"是的，先生，这来自官方内情... ••• ,,. 

先生们，凡在这个小组委员会或其他任何地方证明

我在任何时候曾是共产党员的任何人，包括布登兹，都

是在作伪证。他，恕我直言，是在撒谎。我不必假装不知

布登兹先生出于何种动机。就我的案件而言，他的动

机似乎显然是恶毒的。他在这个小组委员会面前竭力以

牵强附会的意见和狡猾的含沙射影来支撑他的证词。

好了，委员会的主席先生和诸位委员，我不是共产

党员，也从未参加过共产党。我从来没有同情共产党的

目的。相反， 27年来，均了我们本国政府和本国人民，

我始终忠于我的外交事业。我十分喜爱代议制民主和我

们的自由经营制度。既然这是事实，那么我敢断言，诸

位委员将会正确评断，由于布登兹或其他什么人毫无根

据的说法，就认为有必要再来证实我对民主制度的忠诚，

这对我来说是多么讨厌。

我们不能把布登兹的证词作坤一种"错误"而加以排

除。通过恶毒的证词使美国人民丧失他们对政府官员的

信任或互相之间信任的任何企图，本身就是对我们国家

利益和安全的破坏。在涉及到象我的案件.即在国外代

表自己国家的官员的案件时，其影响就加倍有害了。

我完全同意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目的。美国的国家安全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现在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

加至关重要。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来自国内，也来自

国外。但我们不能"…·用出卖，或者用谎言来击败共产

主义的办法来保卫民主。我不仅以我国政府一个遭到荒

谬控告约官员，而且以一个深深关心我国幸福与安全的

公民身分指出，象布登兹先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证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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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可能有用，但在我们美国的民主政

体中是没有位置的……

不过，先生们，我找机会来到你们面前的主要目的已

经达到。在1951年 10 月 5 日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据

说(北卡罗林纳州的) (威利斯〉史密斯参议员曾说 2

"丈森特先生应当到这里来，对布登兹先生的证词提出

异议，并声明‘我不是共产党员'。那问题就会有个结

果。"

委员会主席先生和诸位委员，我再次庄重宣布，我不

是、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员。这样我就使问题有了结 ;17! 。

在出席麦卡伦委员会作证之前，文森特10月份曾到过忙碌的

康拉德·斯诺和他的忠诚安全委员会那里，从该机构中收到一份

指控他的声明。①.'1940-1947年期间.你在思想上和感情七都

l 亲共气这是第一项指控。另一项指控与他驻瑞士有关，因该国已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的代表正好在伯尔尼寻找合适的住处，

而文森特却被指控曾建议华盛顿帮助中共接管日本空着的前使馆

① 一年前将站律顾问的工作扔给国务院自己去开业的沃尔特. s.萨里是文森特

的代理人e 萨里把代表"→位文雅、有教养、具有牢固的道德力量和对自己国家无可一

怀疑的献身精神的人"说话，看作是"特殊的光荣"。他必须肯定，文森特曾在小组
委员会上公开黯面，麦卡伦的诡计之一是先举行秘密的，然后才是公开的听证会. (这
样，小组委员会就有机会选择公开记录中透露的内容.萨里希望说服麦非伦，提前将
要揭露的全部问题交给他本人，这位律师的最大当事人之一是采斯国立银行。他打电

话给孩行总裁温特罗普·艾尔德里奇，要求与王呈长伦安排一次约会。当艾尔德里奇打

电话给麦卡伦这位参议员肘，想知道，何以该行让一个共产党员的代理人为它工作.
麦卡伦告诉艾尔德里奇，只有共产党员才会代表另→个共产党员。艾尔德里奇惊愕之
余，挂了电话，回头又找萨里，后者提请他注意，在一次参院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当
一个侬儒压制J .p.摩根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萨里争辩说，无论是金融家还是外交官，

都不应受到l有损尊严的待遭，而且谁知道，说不定艾尔德里奇就是下一个见证人.文

尔德里奇又给麦卡伦打了一次电话，并告诉萨里，约会已安排好了，时间是上午 9 肘

30分，文森特应在10时到达证人席上。萨里与其当事人来到参议院，他让文森待单独

去Ifl'证室，自己前往麦卡伦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一直等到 10时 15分仍不见这位参议
员的人影，便向秘书打听他在何处。"哦，萨里，你原来不知道 1 "秘书有趣地说2
"晤，他在他的委员会办公处，正在举行约翰·卡特·文森特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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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址。事情的原委是: f也曾电告国务院，大意是苏联(USSR) 大

概赞成以租借的方式实现这变动。发报时，将 "USSR"弄成 "U

"SFR" 。收报的一方想法译出它的意思，奇人推测 "US" 和FR" , 

即美闷和法兰西共和国。还有就是围绕遗下的那件雨衣的指控，

支卡锦参议员发现雨衣的事，是具u欺诈性的。

在麦卡伦委员会面前一度离开准备好的申述搞应付提问的文

森特，并未成为标志自己成功的证人。有人问他，他如何能肯忘

自己没-自不知不觉地做了共产党要做的事情?他读过共产党哪些

著作?事情有点出人意料，文森特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甚至

连毛主席的著作也未读过。于是他们转而问他"在这些年月里.

一个身为外交官的人，怎么能不了解共产主义?"霍默·弗格森

参议员追问道，他是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当时在听众席上的文

森特夫人后来和一个电梯工人偶尔一起听到了弗格森的话，他并

不认识她。她听到弗格森对其同伴说: "我们打算用伪证罪难倒

文森特。" (不管有无结果，小组委员会尚未对文森特进行过伪

证罪指控。在可以这样做时，也未对布登兹提出指控。〉国务院

顾问安德里安·费希尔事先告诫过文森特，该委员会喜欢搞伪证

罪(正如我们不久即会看到的那样，它早就试图把伪证罪加给戴

维斯) ，指控办法是，在两周时间内向被指控对象接二连三地提

出问题.然后在他被搞得完全心烦意乱、糊里糊涂的时候，拿他

证词中互相拇触的东西让他对证。因此，费希尔要他在回答问题

时尽可能小心，而文森特的小心谨慎后来却被说成是推i委、回避 a

例如当问到他是否fciJ候过孙中山夫人肘，他说记不起了。弗格森

参议员马七追问 i 他是否在执行任务时，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

记不起干过的工作。

"参议员，这全都是七、八年前的事(， "文森特说。

麦卡伦主席向他猛扑过来，咆哮道: "你最好回答那个

问题。"

所有出席者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才一致认定，丈森特在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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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大概 1Ì:i]fi莫过夫人。

另外还查问了比他以往问候孙夫人更进一步的→些问题，例

如，他是否提供过一笔资金，其中有些用来支付与谢伟思的痛苦

遭遇有关的法律费用。(资金保管人是约翰·里德，他与杜邦关

系亲密，可以免除麻烦。即使如此，里德也是持谨慎态度。他担

心调查人员向他索取有关材料，以查明他是否一直帮助谢伟思，

因此，他有两套"帐簿"，一套是准备在被迫时交出的，其中人

员的姓名只是那些无懈口I击的忠实公民。〉他们还追问文森特

是否认识各种可疑的人物，如周恩来、朱德、柯乐布，以及相类

似的人。名单是技字母顺序排列的。当把名单放在他面前时，他

说 : t，不，我从未会见过毛择东。"这种讯问全部结束时，委员

会问他这次听证会是否公正，他说，是公正的。但事后又对他的

妻子说"我知道，我者说不公正，他们就会从头开始，再来-‘

遍。"文森特夫人后来说: "约翰·文森特曾在沈阳遭到过死亡

的戒胁，在长抄遇到过可怕的危险，他都泰然自若。这→次几乎

毁了他。麦卡伦委员会的审讯也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与它

相比，分娩的苦楚简直是一种乐趣。"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民轮到谁。 1951年在布鲁塞尔的理查德·

谢伟思回国体假，看到他的同事一-更不用说他的哥哥〈约翰·

谢伟思〉一一都处在日益加重的忧虑之中，他自己也作好思想准

备等他们来查问战后他在香港的那些熟人。他曾任美国驻香港总

领事，为搜集情报与中共有过正常接触，还接触过一个名叫民主

同盟的政治团体，成员都是蒋介石十分讨厌的人。确实，有一个

时期他在香港是经常与共产党合面的唯一外交官。不过谁也没有

问过他这些事，可以想象，他违背规定的活动都记入了他哥哥的

档案。①

(D 但到1955年，国务院一位宏全人员问理查德·谢伟息，他在香港是否收到一

封一个中国女人的来信，那女人想让他知道，她的丈夫正在说~逃离大陆。最佳理查
德迷惑不解的是，这些人究竟是如何知道这封信的，四为他至今一直认为这纯属私人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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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在夏季→段时间内的欣慰心情到 1951年秩季即遭到严

重的破坏。他被忠诚复审委员会传讯，这个最高机构想弄清楚他

作为雇员是否合适。起初他对此并不十分担心。该委员会的主席

是希勒姆·宾厄姆，来自康涅狄格，出生于-个传教士家庭。当

谢伟恩的母亲还是个女大学生时，宾厄姆曾与她有过约会。(如

果她的儿子知道宾厄姆的桌上放着厄特利的《中国轶事>> , f也就

不那么乐观自信了。〉复审委员会象上诉法院一样，不考虑新的

证据，只审核如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这样较低机构的裁诀。但

宾厄姆一伙却决定(最高法院后来裁定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再从

头审案。复审委员金告诋i射伟思，对他的指控与忠城安全委员全

考虑的那些问题→样，民IJ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或带着同情

心与共产党交往......而且......你是一个与众所周知的或被认为是

这种类型~~人经常或密切联系的人……因此结论是合理的E 你可

能通过此种联系，未经许可即自愿或不自愿地泄漏了机密情报"。

复审委员会审讯结束时，将审讯记录副本交给谢伟思和他的

律师雷茨。他们惊奇地发现，其中有一项新的指控: "有意未经

-批准即向一些人泄漏〈既然如此，就表明对美国不忠诚〉其性质

为机密的或不公开的文件或情报〈这里自然用的是所提到的骨、美

亚》事件那种办法) ，这些文件或情报是他作为美国政府雇员为准

备泄漏目的而搞到手的。"当谢伟思和雷茨指出增加了新内容时，

该委员会甚为尴尬，并承认那是搞错了。 .. 

但怎么办?→种办法是举行一次新的听证金。不过谢伟思己 v 
经为此吃尽了苦头，因此他和雷茨一一后者错误地以为复审委员 • 

会打算作出有利于他的当事人的诀立一一同意这种规定z 他们接

受已经举行的听证会，新增加的指控内容似乎一直是其中一部分。

他们将因此而感到懊悔，因为12月 13 日宾厄姆委员会作出结论说，

谢伟思还犯有这项附加指控的罪，并且宣布: "我们无须判谢伟

思不忠诚罪，我们也不会这样做，但是作为国务院一个有经验的、

得到信任的代表，象他对贾非的行为如此明白表明的那样，竟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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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自己受到信赖的职责，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断定，对他的忠城的

怀疑是合理的。因此决寇将i司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再利于他的裁

决推翻。"

几个小时之内，又奇逊就将谢伟思解雇了。谢{书思得知 jk __0 

消息时颇感偶然。雷蒙德·鲁登也i墨到麻烦事一一-说实在的，谁

不是这样?一一那天，他打算去国务院安全办公室，查明自己的

忠诚在哪 il上还在效。没有着落的谢伟思陪他前往。当他们来

到办公室时，那里布一句个人以为谢伟思是为自己的事而来，脸色

顿付变得苍白，脱口而出"这怎么才能弄清楚? "谢伟思听罢

赶紧找爱德华·雷皮，他们两人当天晚上想见艾奇逊，但无法找

到他。此外，艾奇逊的一位助手告诉他们，委员会的决寇约束着

这位罔务卿，关于解雇的新闻稿也己散发。(按艾奇逊的法律顾

问安德里安·费希尔的意见，这一决定大概根本没有约束力，不

过费希尔那天在国外，而代理他工作的律师已告诉国务卿，他别

无它法。〉

第二天晚 i二，埃里克·在瓦赖tg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谈到:

我想在两个问题上说一点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话。

我想做一些纯粹个人的断言。对问题的性质我虽无法肯

定，但事实真象我深信不疑，而且我所作的这种声明，

不是有关一场争论，而是涉及一个人。我要谈谈有关约

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先生均问题，他作放美国外交宫

的长期生涯昨晚己被断送了，因均联邦忠诚复审委员会

已做出结论，认均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值1导怀疑。

我的意见是属于个人均，因均我对此案件的了解出

自个人的角度。我在中国和华盛顿认识谢伟思已有 8 年

多之久。根据许多亲身了解，我个人确信，美国外交机

构今后不再会有卓越的、导实的、富于献身精神的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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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了一一他在外交机构的独特迅速出现，他发自

中国的非凡的、具有预言家素质的报告，都证明了这一

点。谢伟思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小完全忠诚的美国公

民，这就是我个人无可动摇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建立

在复审委员会所考虑过的那种证词上，也不仅建立在对

特殊的战时情况和《美亚》案件审理过程的亲切回忆上，

而且还建立在友谊所产生的人的本能认识上。这不仅是

一个人的信念，也是外交机构中他的所有同事的信念。

这不仅是首次听取《美亚》案件事实的大陪审团的信念，

也是对美国历史上这个调查得最彻底的忠诚案件进行过

不止一次、两次、三次，而且还有其他六次调查的所有

那些有才能均、可尊敬的人的共同信念。

有些事情必须为\1以认识一一麦卡锡参议员或复审委

员会都未拿出新的证据，所有证据都是几年以前的;谢伟

思从来留下任何证据不予交出;一经认识到《美亚》杂

志人员都是他保证不负任何责任的报界人士，他便把全

部情况公开，坦诚地讲了出来.应当知道.复审委员会

并未判定他不忠诚，只是对他的忠实有疑问;根据这

类案件的新规定，它不停不作如此判定。根据这种新规

定(与过去法庭通行的规定相反) ，被告并不按因证据

不足而假定其无事处理。仅仅是怀疑就可以毁坏一个人

的名誉，一个人的事业。这一切足以使一个碰巧在联邦

机构工作的公民开眼。

谢伟恩在其前后都没有污点的工作中，犯过一/队

严重错误，他把有关中国的情报作均背景材料给了不是‘

他认均合适的那些新闻界人士。在战时，由外交官和军

人简介背景材料是必要的和通常的做法。在我们首次相

见时，他也给过我同样的情报，但我要补充说，尽管我

身着军服，有信任状，他也并没有阻止我做出保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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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是祖心大意、随便说话的人，但他确实犯了一个错

误。

但在这方面他决不是唯一的一个。乔治. C. 马歇尔

将军作为参谋长，至少有一次曾向我们简介过一-些高度

机密的情报，当时在场有一个记者，这个人后来被证

明原来是共产党的人。尽管马歇尔的安全军官机敏，他

们还是把过错误，一种诚实的错误。高级外交宫和军官

也在记者团体新闻发布会上屡次犯同类的我认为是肯定

的错误。没有一个人对这些官员的忠诚提出过或将要提

出任何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怀疑。谢伟思的错误是一种诚

雯的错误，但他的名声和事业却被毁坏了。

我谈这些，是因坤一个记者有义务报道任何个人对

公众争论问题的认识，也因均友谊带来某种义务。

当时剧{韦思全家在华盛顿团聚，他们早就邀请了一些朋友参

加他们的除夕晚会。他们决定通宵达旦地畅谈。 20年后，每当谢

伟思想起那天夜里有这么多人〈其中在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梅

尔比〉前来安慰他时，常常热泪夺眶而出。人们只能想象，当大

家开始唱"过去的日子，兮人怀疑拍往昔"时，他是→种什么样

的心情。而且当时还有--~些暖人心房的事， (<外交杂志》于1952

年 1 月发去了一篇桂论，其中说: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谢伟思和外交机构都是受害者，

对国务院来说，推翻己做出的决定，意味着它的忠诚安

全委员会或者愚昧无知，或者怀有偏见，或者二者兼备，

尽管委员会的成员是经过认真挑选的，做出决定以前均

审查工作也是勤奋的。但这种做法给所有新闻界人士制

造了获得消息的困难，而且要得到消息的公众的观念，作

为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因素，也被弄得更加淡漠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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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来说，法律与政府的基本法则遭到了驳斥。... .... 

本刊认均，这里有大量的危害存在 z 就谢伟思而言，是

对他个人的危害，就外交机构而言，是对献身于政府工

作的雇员机构的危害;就国务院而言，是对它重大的外

交责任的危害 F 再就是对美国人民和他们公正传统的危

害。在我们的集体自卫方面，我们一定得做出各种努力，

运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立法，在谢伟思对美国忠诚

的案件中确保公正必胜。

到 1951年底，疯狂的美国走到了指真正乖庚的、冒险的行动

的边缘。它开始在塞班岛的马里亚纳斯岛大肆构筑铺张、炫耀的

秘密装置，中央情报局建议在该岛训练国民党军队，使蒋介石反

攻中国大陆。(反攻从未进行，塞班岛那块地方为太平洋托管地

总部接管，事班岛当地居民因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中央情报

局修整该岛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当地居民坚决反对情报局进入该

地区。〉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柯乐布收到了另一份圣诞礼物

一一忠诚安全委员会的一纸声明，说什么对他的忠诚且无合理的

怀疑依据，{11己判定他是有损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因此他应当

离开外交机构。

柯乐布询问国务卿支奇逊，做出这种决定的根据何在，国务

院同意听取他对裁决的申诉。①国务卿指定纳撒尼尔·戴卫听取

柯乐布的申诉。戴卫当即告诉柯乐布，他最关心的是柯乐布于

1932年访问《新民众》的事。直到此时乐柯布并未为找不到代理

人而发愁一一在忠诚安全委员会早期的审讯中约翰·梅尔比一直

和他在一起，给他以法律以外的帮助，并且安慰他一一边大概是

一个错误，由于自己洁白无辜，白白受了对他的生活底细巧立名

① 可以想象，其中→个根据是，给他带来灾难的1932年夏季的某→天，柯乐布

在华盛顿曾与塔斯社驻美首席记者劳伦斯·托德共进午餐。确有此事。托德是o.J. 托马
德的一个兄弟，后者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工程师，当他全力投入整修黄河堤岸和对付土

隘的斗争时，柯乐布和他很熟。

• 126 • 



目的非法盘问，而这是任何严守规范的律师都要全力反对的。还

有，柯乐布或许过于怒直。当有人问他"喂，柯乐布先生，你是

否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史抹特菜的一切情况都对我们讲了7" 他就

会说，实际上"没有，不过我把有关她的事都讲了"。这时人们

就会认为，他在隐瞒真正"有关的"什么问题。

在非美活动委员会讯问期间，正在为谢伟思工作的机构里的

杰勒德·赖利在一个时期内曾充当柯乐布的法律顾问，但现在上

诉期间，赖利和他的伙伴雷沃的工作却停顿了。此时一刻也离不开

一个好律师，柯乐布终于有幸找到了华盛顿最好的律师之一保罗

• A.波特。上诉开始后不久，波特就发表了充满热情和段有说服

力的讲i击:

我认茄，这或许是我处理有关联邦雇员忠诚与安全

问题的长期经验中所看到的最均拉特的情况与案件…·

我认均，作均私人律师，我们这些人所以对这类不公

开的问题( "外交机构和政府本身的纪律问题" )感兴

趣，不仅在于要保护可能受牵连的人的基本人权，而且

也在于想在反对在我看来是我们敌方的真正秘密武器方

面作出某种贡献。在这份材料中，除了怀疑，什么都没

有。(至于外交机机的纪律〉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在这

种关键时刻还打算听到何种类型的消息和揭发。如果这

种诉讼继续下去，作均一个公民一一我现在未必以柯乐

布先生的律师均身份说话一一-我也不愿看到在如此恶毒

攻击国务院的蛊惑人心的政客的皮腰带上再增加一件战

利品。而且在我看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和从个人权利

及外交机构利益的~点看有比怀疑吏有为的东西，否则

委员会的下述判决即须推翻，柯乐布先生的辩护即应

坚持。

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在国务院，凡是有点权力的人大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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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正在受人嘲笑的外交机构的那些官员。但国务院本身也受到来

自外部的强烈攻击，因此，为了讨好敌方，就得定期在人员方面

做出牺性。柯乐布的案件从理论 I二 i芹作了绝妙，J~公正~哩。戴卫

宣布他无罪，而且他也接到了国务院关于恢复性的问芳:出 过知，

他的声誉良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前景黯挚的消息t 他与、级外

交官，总领事，如果政府在1949年不是认为无须提高他在，比京外

交使团的地位的话，他早就是一位专职驻外使节r.可现在却突

然被安放到 J个所谓历史研究的地方，而且还不是该室的负责人!

df;.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柯乐布先生象中世纪某些闷

在犁刃 k行走而确认其无辜的可疑分子一样，立即被‘开释'、但

也无吁战目地残废了。"

此ILj 柯乐布己51岁.他做过近24年范围广泛的工作，现在均

被推进了一条狭窄的死胡同。"我能够看到凶事的甜兆，"地说。

因此他遗憾地选择了及早退休这个LU 路。 1952年 2 月 11 日，他结

束王作离开了外交机构。他的年薪是12， 000元，退休后为5 ， 800

元。(i三比谢伟思好，谢伟思被解雇后什么也指望不到。) "我

终于~I[Û对这种无法避免的结局了，"柯乐布说"在七述有关

忠诚一安全的诉讼促使我起来辩护时，那时我在外交替L构的前程

就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坏。正如1951年 8 月《外交杂志》坷社论4代

价太高了》所说z"被如此站污了的人是永地得不到充分白补偿的，

政府也无泣从他那里获得他重新工作的充分价值。"

美国老中国通简介

包瑞葡 (David D.Barret) 1892年生于科罗拉多州的巾央城， 1915 

/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 1917-1952年在美国军队工作。 1921-1925年在北

平学习中文。大部分军事生涯在中国度过:1931-1934年在第15步兵团， 1936

-1942年任助理武官I 1944年任首次派往延安的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

组长，同年被举荐晋升准将。最高军衔 3 上校。 1950年在台湾任武宫。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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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旧金山退休。

柯乐布 (Qliver Edmund Clubb) .1901年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南帕克.

1927年获明尼苏边大学文学士学位J 1918-1919年在美国军队工作。 1928年

进入外交界。 1929年任语言官员。 1931-1950年在汉口、天津、南京、上海、河

南、重庆、乌鲁木齐、符拉迪沃斯托克、沈阳、长春、北平工作。珍珠港事

变后被日本人拘留，释放后自愿直接返华工作。 1950年任美国驻北平最后一

任总领事。 1950-1952年任国务院中国处处长。最离级别 z 一级外交宫。

1952年被迫退休。

戴维斯(1ohn Paton Davies) .1908年生于中国嘉寇，父母为传教士。

1929-1930 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 1931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士学

位，同年任外交官。曾在昆明、北平、沈阳、汉口、长春工作。 1947年佳美国

驻苏使馆一秘。 1950年为国务院计划设计署成员。最高级别 2 一级外交官。

最后工作地点 2 秘鲁利马。 1954年被国务卿杜勒斯解庭。

德鲁姆赖特 (Everett F. Drumright) : 1906年生于俄克拉何马州的德

鲁姆赖特。 1929年获俄克拉何马大学理学士学位。 1930年佳外交官，曾在汉

口、北平、汕头、南京、西安、上海〈珍珠港事变后在上海被拘留〉、重庆

工作。 1945年任国务院中国处处长。战后曾在伦敦、东京、汉城、新德里、

孟买工作。 1954年任香港、澳门总领事。 1958-1962年任驻中华民国〈台湾〉

大使. 196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波威退休。

埃默森 Ooho K. Emmerson) : 1908年生于码罗拉多州的坎荣城。 192~

年获科罗拉多大学文学士学位。 1930年获纽约大学硕士学位。 1935年任外交

宫。日语专家。曾在东京、利马、重庆、延安、莫斯科、卡拉奇、贝鲁特、

巴黎也拉各斯、索尔兹伯里、罗得西亚工作。最高级别 z 一级外交宫。最后

的工作 I 1962年任美国驻日使馆参赞和使馆代理主管。 1967年任斯坦福大学

住校外交宫。 196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斯塔特洛斯退休。

弗里曼 (Fulton Freeman) I 1915年生于加利梅尼亚州的帕萨迫纳。

1934一1935年在岭南大学学习。 1937年在波莫纳学院文学士学位. 1939年出

任外交宫。 1941年在北平任语言官员。珍珠港事变后被拘留。 1943-1945年

在重庆工作。 1949年任国务院代理副处长。以后的工作地点 g罗马、诺福克、

弗吉尼亚、布鲁塞尔。 1961年为驻哥伦比亚大使。 1964年为驻墨西哥大使。

最高职务 s 专职驻外使节。 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退休，担任蒙特里外交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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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 1974年 12月逝世。

鲁量 (Raymond Rudden): 1909年生于马萨请事州的牺以词。 1930 羊

获乔治城大学理学士学位。 1931年出佳外交宵。 1932年到天津。曾在沈阳、

北平、广州工作，直到珍珠港事变时被拘留。释放后自愿直边去中国，在主
庆、昆明、延安工作。曾在敌后勘察 4 个月。 1949年最后离汗中国，进而伍

新德里、布鲁塞尔、巴黎、斯德哥尔摩工作。最后职务 z 驻西德边塞尔多夫

领事。最高级别 2一级外交宫。 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难茅斯退休。

彭尊尔德(James K.Penfield) 1908年生于纽约域。 1929年获斯坦福

大学文学士学位。 1930年出任外交官。 1931年到亚洲，曾在杭州、沈阳、北

平、昆明、重庆工作。 1945年任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战后在布拉格、 f色放、

维也纳、雅典、华盛顿工作，并任非洲司副司长。最高级别 2 →级外交宵。

1970年在华盛顿的朗布里奇退休。

赖斯(Edward E.Rice): 1909年生于密执安州的萨吉诺。 1930年获伊刊

诺斯大学理学士学位。 1935年出任外交官，并被派往中国。曾在北平、广州、

福州、昆明、重庆工作。 1946年任国务院中国处助理处长。战后在马尼拉、

斯图加特工作。 1959年在华盛顿进入政策设计署。 1962年任负责远东事务的

代理助理国务卿。 19创-1967年为驻香港、澳门总领事。 1968年任伯克和l加

利福尼亚大学住校外交官。 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蒂特伦退休。

林沃特尔 (Arthur R. Ringwlat) : 1899年生于尼布拉斯卡的奥马哈。

曾在巴黎大学→部学习。1928年出任外交官，并首次被派往中国。曾在上海、

昆明、北平、桂林、重庆工作。 1946年任国务院中国处处长。战后在伦敦、~

买加的金斯顿工作。 1957年起在金斯顿任总领事直至1959年在北卡罗采纳的

查佩尔希尔退休。

谢伟思(John S.Service) 1909年生于中国成部，父母为传教士。

1931年获奥伯林学院文学士学位。 1935年出佳外交宵。曾在昆明、北平、上海、

重庆、延安工作。 1945年在《美亚》事件中被捕。1951年被国务院解雇。

1957年经最高法院裁决复职。 1959年到利物将任领事。最高级别 g 二级外交

宫。 1962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退休。

斯普劳斯 (Philip.D.Sprouse) 1906年生于田纳西州的格钵布莱尔。

1928年获华盛顿大学文学士学位，进而进巴黎部兰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选

修。 1938年出任外交官，曾在中国的汉口、北平、重庆、昆明、上海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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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与马歇尔将军一起在中国工作。 1949年任国务院中国处处长.以后在

巴黎、布鲁塞尔工作。最高职务 s 专职驻外使节。 1959-1962年任外交机构

视察员。 1962年.为驻柬埔寨大使，同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奥林德退休。

文森特(John Cart Vincent): 1900年生于堪萨斯州的塞内卡。 1918年

在美国军队服役， 1923年获默塞尔大学文学士学位。 1925年出佳外交官。曾

在长沙、汉 n 、汕头、北平、沈阳、南京、大连工作。 1942年任美国驻重庆

大使馆参货。 1945年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 1946年任专职驻外使节。 1947-

1951年为瑞士特命全权大使。 1951一1952年在丹吉尔任外交官。 1952年被迫

辞去外交机岗职务。 1972年在鸟萨诸塞州的饮布里奇退休.12月在该地去世。

译自 t三思<老中国通一一【美国外交官政其遭遇) ，第212-243页。

林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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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L.J.洪

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研究应从介绍西学开始。

中国人素在"吾闻用豆变夷者，未闻变于夷其也"①的(泣起

观念。只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到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罕事打 Jr

之后，中国人才认识到，他们正面临着强敌的挑战和急剧变 j仁的

国际形势。②具有爱国思想的中国士绅对此所作出的最初反应运

师夷民投以制夷，师夷长技以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③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许多中国人逐渐意识到: "中国之患，

忠在政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敌也。"③从那

时起，中国人介绍西学时，其注意力便发生了转移，同i从介绍西

方的科学技术转向介绍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些外国书籍被陆续译成中文，其

中包括赫青黎的《夭情论》、穆勒的《群己仅界说辛和《穆勒名

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

坞的 <<i主意》以及詹姆斯的《社会通诠》。许多新思想诸如"社

会进化"、"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已开始为中

国的知识分子所熟悉。选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想和文

①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见《诸子集成川世界书局，上海.1935年版) • 
第 5 卷，第230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 .第24卷(复奏海防事议书》。引自《孔文化

的困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133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第15卷(筹海篇) 0 51 自‘中国的排外主义与现代

化. 1860-1980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22页.

④ 商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051 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第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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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

就目前所知，中国书刊提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可以追

糊到 1899 年。当时的 <<]j国公报》发表了→篇题为《大同学》的

文章，系由英国{专攻士李提摩太①译自本杰明·顿德的 4社会i寅

{t~ ，并向中国学者蕉尔康笔述。文章在提到马克思时说: "其

以FJ‘五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文章还说"马克思之言

曰‘ flilTI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 ‘吾侨若不早为之所，任

其蔓延 n 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芋'。"②在 f万

国公报争结123期上发表了该文的第兰部分，说z "i式稽近代学

派，有讲求‘安民， O!P社会主义〉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

饵，主于资本者也。"③还说， "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

焉。一日马克思，一日恩格思。"

人们普遍认为，作为改良运动两名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最

先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及其思想。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题为

4进化论革命者顿德及其学说》的文章。梁启超在文章中称马克

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④井且引用胡德的话说: "今日之德

国，布单占势力之二大思想，→日去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日尼志

埃之个人主义。……袤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

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可能来自李

提摩太，因为在1895年他曾给李提摩太担任过几个月的中文秘

书。梁启超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z "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

今日则将见诸事。"⑤他甚至还预言: "社会主义其必将磅酶于

① 李提摩太(1845一 1919) .英国传教士， 1870年来华， 1915年回国.在华烧
时，全力参与了改良运动。 1891年后成为"广学会"的主要人物。中日战争之后发表
‘新政策'一文，建议清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② 李提摩太、蔡尔底(大同学) ，见 e万国公报) ，第121期。引自马丁·

伯纳尔( 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6年版，第
37页.

③ 《万国公报) ，第123期(1899年 4 月〉。

④ 梁启超(迸化论掌命者报德及其学说)见‘新民丛报}第18期(1 90 2:
年 9 月 15 口) 0 

@ ~启超(在2告巾因之新民>>见《大陆报) , ~ G 期 0903年 5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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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也明矣。"①

也许，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试图通过在马克思的思想和中

.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共同点的方也(他对卢梭和西方其他思想

家也采取了这种方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曾经说: "社

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要义，不过日土地归

公、资本归公·川..中国古代井田制废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

脚点。"②梁启超还将马克思主义与墨子学说作了比较，认为马

克思关于资本来源于掠夺的观点与两千年前的墨子学说有着相同

的立论根据，并且说墨子"是→个伟大的马克思"。@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其他中国人，甚至对他的政敌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孙逸仙博士也曾这样说: "考诸历

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恪…

…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④

1903年，梁启超及其改良派同仁主办的广智书局出版了一批

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就我们所知，这些译著

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第一批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除梁启超外，当时在日本还有另→政治团体进行了介绍马克

思主义的活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以推翻满族统治为目标的资

产阶级革命掘。

1903年 8 月，马君武发表了 4社会主义与进他险比较》一文。

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黑格尔之弟子"，并且说: "马克司者，

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偿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⑤在

① 梁启超. c于涉与放任:t ，见‘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 15 日) • 

② 喜民启超， ‘中国之社会主义， ，见‘新民丛报) ，第46-48期(1 904年 2 月
14 日) • 
③ 梁启超川墨子学案) ，见《饮冰室专袋) (上海，中华书局， 1941年版) , 

第 39卷，第14页.

③ 孙中山川社会主义派别.&批评) ，引自王小旅《当代中国思想家) (台北，

巨人出版社. 1918年版) .第301页.
⑤马君武a ‘社会主义与选化论比较) ，见《译书汇编) ，第 2 卷，第 11期

(1893年 z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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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时，马君武说: "人群生计之发

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极变为农仆，由农仆变

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

已。……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之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

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主

党人所公信也。"

文章的最后还附录了《社玉兰党巨子所著书记》。在马克思的

名字下面，文章列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五本书一- <<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 《哲学的贫困事、 在共产党宣言 F 、 《政治经

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1905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

的介绍又推进了一步。从1905年起， ((民报》陆续刊登了许多关

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有朱执信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

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廖忡皑的在关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各种译文以及叶夏生的《无政府党和社会党之说明，

等。其中，最佳得注意的是朱执信的文章。

朱执信在《序言》中写道: "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

咱…..而其功，实马尔克、拉萨尔、必卑尔尸之。故不揣翻蒙，欲

绍介于我同胞，翔赌博洽，所未敢云。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

略，博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己 T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①在

正文中，朱执信简略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并通过介绍《共产

党宣言》和《资本论>> ，阐释了马克思的 4些基本思想。在列举

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最先进的画家中改良社会经济的十条措施

之后，朱执信评论说: "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掠此

量最将为饿馁之齐氓。"接着，朱执信对《资本论》进行了评

述，指出 z "其学理上之论议尤沟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

论'也。……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

也。其所得者，一出于股削劳动者以自胆尔。"随后，朱执信又

① 朱执信(德意志革命家小传)见‘民报) ，第 2 期(1 906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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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怎样创造价1直以及资本家如何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来

攫取剩余价值这两个问题作了说明。最后，朱执信说: "马尔克
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

除此之外，赴日本学习的中国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热
怕更高、范围更广。其中，最为激进的是那些具有强烈的无政盹
主义倾向的留日学生。

1901年起，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自己创办的《天义报》

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既提倡马克思主义，又拥护无政府共产主
义。 1901年12月， 吁:天义报 F 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中论妇女问
题的部分坪文; 1908年 1 月， <<天义报》又刊登了恩格斯为《共
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的译文，并附录了编者所写的
f跋)) ，指出 z "夺共产党宣言》发明了阶级斗争说，最有禅干

历史……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为从此人门。"①编

者还说，宣言全文已经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②然而，中

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别也是十

分清楚的。例如， 1908年 8 月，刘师培在《天义报》上发表的

<< <共产党宣言〉序》中就曾经指出: " '1'ÍÌi彼所谓共产者，系民

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

中 5 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

此马氏学说之弊也。"③

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出现

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认

识到，现实问题比纯粹的理论探讨更为重要。同时，大多数的中

国知识分子都在关心着另外一个问题，即用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

的西方艾化取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

① 刘师培(1t表恩格斯宣言序眩~ ，见《天义报>第15期(1908年 1 月 15

日)

② 由于增刊号停止出版<<宣言》全文未能发表。
③ 申权 (~l师培) < (共产党宣言 > !T-> ， 见《天义报莎，第16-19期09

08年 2-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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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们活动的中心内容。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成员的

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俄国的新发展无动于衷，甚至比

国民党的政治家们所产生的兴趣还要小。

1917年，当被问及《新青年》杂志对讨论社会主义的活动开

展不力的原因时， <<新青年》的主编之一陈独秀回答15G: "社会
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

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①
按照劳伦斯·沙利文和理查德:" H .所罗门的说法 ， i新青

年》杂志在从1915年创刊到1919年的四年间，只发表过 8 篇涉及
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 6 篇发表在 1919 年的《马克思研究专

号》上。这些文章都带有学术性质，而且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亦不尽相同。②

然而，但920年以后， <<新青年》上出现了许多夫于马克，F

主义的文章和译作，以及有关苏俄情况的报道。这种戏剧性的变

化可以从1919至1920年间发生的」系列事件中得到解释。

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协约国无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

议，快寇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这种出卖中国利益

的行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西方国家大失所望。 1920年，

苏俄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宣言) ，它宣布废除旧沙俄与中

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俄对中国的这种态度与西方国家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向往西方自由主义迅速

地转向晌应苏俄反殖反帝的带仔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号召。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喝内形势的支展逐渐暴露了历届政府

和各政党的腐败无能。其结果是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坚决抛

弃了对中国民主前景的幻想。

1919年发表的<< (新青年 J 宣言》明确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

① 陈独秀: <<答祷藻衡) .见‘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 (1917年1月 1 日}。

② 劳伦斯·沙利文、理查德. H .所罗门(五四时期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形

斌一一{新青年)内容剖析》。见奎尔默·约输逊编(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 .华

盛顿大学出版社. 1976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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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政治态度的变化。该《宣言》称: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因

主义〈即帝国主义)和全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

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①此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逐渐

代替了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宣传，成为《新青年》的主题。统计数

字表明，在1920至1921年的-~年时间里， <<新青年F 就发表了64

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②后来，当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

时， 4:新青年P 就成了它的机关刊物。 c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

究团体就已经建立，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1920年 3 月，以李大钊

为首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三个月后，陈

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这些团体的

主要活动是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1920

年 8 月，这些团体首次发表了 4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③

这是它们最突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 A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样多以

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面世。在我这篇论文的后一部分，我想

论述一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那些对马克思主传入中国起过重蔓作

用的个人和政治团体这一问题。

一、梁启超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中国大陆方面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梁启超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态度，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恐

惧与敌视。有些外国人也认为，梁启超所坚持的"旧"观点之一

① 陈独秀( <新青年〉宣言) ，见‘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 0919年12月

1 日〉

② 沙利文、所罗门' ‘五四时期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一(新青年}内容剖
析) .见‘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 ，第127页.

③ 胡永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 Hl83年版，第
25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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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仇视革命、仇视共产主义。①

不错，梁启超曾对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深表怀疑，并提

出了以下三点理由 z

第一，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同，

诸如社会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和财富不均等问题，中

国不象西方那么严重，因此.在中国没有进行社会革命

之必要。

第二，由于工业不发达，所以，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

鼓励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实行社会主义苹

命来阻止它发展。否则，整个中华民族都将受到外国资

本家的奴役。

第三，社会主义苹命的目的是实行土地公有和资本

公有，但是，这将会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

许多问题。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呢?②

然而，梁启超似乎也非常了解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在1918

年至 1920 年他去欧洲旅行之后。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悖

于常情，其组织也不合理，……虱其今世发达，但必遭厄运"。

③他继而预言，不进行一场阶级战争，贫富悬殊这一社会问题就

得不到解决。④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是"救时良药 'p ，

但在中国则毫无用处。⑤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自相矛

盾的看法表现在他后来对苏俄所作的批评之中。他说: 'í 如果他

① 约瑟夫. J1J文森(樊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与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
]959年版，第210页.

② 梁启超(杂答某报)见《新民丛报)第84-86期(1906年 8 月 4 日-
9 月 3 日〉

③ 引自张朋园(樊启超与民国政治) ，台北，世纪出版有i限公司， 1978年
版，第208与 195页。

④ 同上.

⑤ 梁·启超 z 笔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感想)见《饮;冰室专集)第 5 卷，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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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真正推iiiJ共产主义，我们将原谅井容忍他们。苏俄目前的活势

只能表明‘共产分子'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严重失败……在俄

国，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①

梁启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动摇不忘表明，他

一方面洞悉资本主义的种种憋端，另一方而又对当时在中国实行

社会主义信心不足。实际上，在毛泽东公开声明 U__边倒"之

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着类似的吾

泣。 1945年，毛泽东在其名著《论联合政府丘中国: "拿资本主

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14 主义和本国封江主义的压迫，不侣，毛‘

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司避免的过程……现在的巾!可是多了一·个

外国帝;3主义和一俨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足多了」个本国的资

本二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

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

在中同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一克要让私

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宵益于社会的向前发

展。"②

-、 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马丁.伯纳尔在 <<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亏书中讲

到，朱执信"j;'Ij 1905年时已成为→名马克思主义者·川..他具备许

多必要条件z 他坚定地信仰剩余价f直论……他相信经济决定论或

者至少是‘社会'决定论"，而且他还赞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
说。③

① 梁启超<论对俄问题，。引自王小波《当代中国思想家) ，台北，巨人出
版社. 1978竿版，第409页。

② 引自《毛择东选集)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7年版，第 3 卷，第233页.
③马丁·伯纳尔 <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

社. 1976年肢，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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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伯纳尔过高地悴价 f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虽然他也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体，资产阶级是社会革命

的客体，但是，他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词根本不是从马

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在他看来，它们是指传统意义上的

"穷人"和"富人"。朱执信认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永远

不会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一一"无产阶级专政"，而只

能导致实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理想目标一-"均贫富"。

朱执信被看成是一个经济或社会决寇论者，但是，他的 4德

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却表明他并不理解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他对马克思剩余价匾论的认识也从未使他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

论。事实上，他所提倡的社会革命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动员汉族

人民起来推翻锅洲贵族的统治.另一种是在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

下改变分配方式。

与梁启超一样，朱执信也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象国方那么

严重，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遗产的一部分，因此他断言，

要进行一场社会改革，以防止资本主义的罪恶井避免发生社会主

义革命是很容易的。①从本质上讲，朱执信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状

况的分析与梁启超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梁启超认为"种

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能够拯救中国，而朱执信则提

倡j草行社会改革，停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便创造一个人人有同

等机会发展的新社会。显然，这种社会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

科学社会主义。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他的革命同仁们深

刻在j 多，但手j时也显得更加i昆乱。例如，他曾混淆社会主义与社

会学之间的差别。

与朱执信→样，大多数革命者是20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

在 u 水只待过一两年。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和西方思想的本质的认

识在·边的局限性。他们要求推翻清王朝的决心驱使他们去利用

① 朱执信(论社22革命当与政治革命:JHj-) .见《民报>统25期(1 906 年
6 月 26 日〕。着主号系本人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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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找到的每一种新理论，并以此作为倡导革命和向→切反革命

分子开战的思想武器。而实质上，与梁启超-样，这些革命者也

不愿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社金。他们认为: "在不均的社会，

当然可以用马克思的办泣，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止，但在中国实

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便用不

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豆F思
朱执信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应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他

本人及其同仁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之后不久就又"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②

三、李太钊与马克思主义

大陆一些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宰一些知识分子成

了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们下了这样的结论z 五四运动

不仅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下进行的。

实际上，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映是相当迟的。直到1918年

他才发表了头篇关于卡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们是: 4:法

俄革命之比较现'、 《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h

在第一篇文章中，李大钊赞扬了俄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及它"调和京西文明"的历史作用。③他甚至认为: t，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这在当时或者现在都不能说是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在另两篇文章中，李大钊的确用马克思的话正确地

解择了第-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

① 孙中山， ‘民生主义第二讲，。引自英里斯·威廉姆<孙中山与共产主
义) ，巴尔的摩，威廉姆斯·威尔金斯出版公司. 1932年版，第171页。，

② 英里斯·梅斯内尔<李大号IJ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纽约，哈佛大学

出版社. 1977年版，第53页.

③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现). <宫f台)第 8 卷(1918年 7 月 1 日) • 

引自‘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102 、 103 、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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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补充说，布尔什维克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

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F 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喀士

(Marx) 为宗主的"。他选而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民

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胜利z 是"平和"、"公理"和"自

由"的胜利;是"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劳工

阶级"的胜利s 是列宁、陀罗慈基、郭冷苔 <<Collon tai) 、列←

涅西 (Liebknecht) 、夏蝶曼 (Sheideman) 的功业"，是"马

喀土的功业，)。①

甚至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所友表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

义现》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还清楚地表明他深受日本

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在许多重要方面他还不是 J个马克思

主义者。例如，李大钊讲，人类的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

史，甚至"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

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日氓灭"。②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之不足应予以纠正和补充，由一种新的理想主义、道德规范和

人道主义加以完善。李大钊还说，马克思的经济诀窍论应由相互

联系的三个原则予以补充，这三个原则是 z 团体行动、陆律和财

产法。当他讲到"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

不能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

正"态度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中国的→位老共产党员邓颖超女士承认，当他们在1919年参

加五四运动时，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HU--也不懂得共产

主义"。③

① 闵上书，第109-118页。陀罗慈基IIp托洛茨基，郭冷苔IlP柯伦泰z 列 F 涩西

I!P ，李卡克内西，夏蝶曼IlP谢德曼. -一译者

② 同上书，第173-211页.

③ 引自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支十讲) .郑州，润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簸，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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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山苏俄传到中国之前，中国对马克

思主义的介绍就曾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晌。那些最早把马

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主要是流放到日本的政治犯或年轻的

留日学生。他们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马

克思三义的了解主要来源于 H 本。然而，在苏维埃的影响到来之

前，足之多数 r fl [lil 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激进，即使 f已

发达的工业 !14 内也不能实行， iírî象中[司这样‘个落后的国家根水

就不能运 JH马克思主义。甚至在 1-月革命爆发以后，大多数中国

人仍然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前途持怀疑态度。但是，在1919年以

后，由于受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苏俄胜利的鼓

舞，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即使在一个落后国家哩，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成为改造国家的思想武器。这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传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奠

定了基础。

在中国知识界发生戏剧性思想变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陈独秀

对十月革命看法的转变。 1919年 1 月，陈独秀仍对f月革命持批

i子态度，说它"利用平民压迫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和反对者"。①

但仅三个月后，陈独秀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赞扬起十月

革命来，把它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②他说z

"自俄!茸的布尔扎维克主义胜利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

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⑥

在1920年初会见共产阳际代表格里戈里·维经斯基以后，陈独

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政治P 的重要文章。在这

①(穹 陈独秀<<罔外大事述评.见《每周评论) ，第18期 0919年 4 月 20 ，

日〉。

(岛 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幸命>见《每周评论> ，穿r ，p罚 0919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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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中，陈独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现，高度赞扬了马

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抨击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

并且批判了第二国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行为。他认为"劳
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形势，自己不能组成→个阶
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极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
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

时代，德读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他声称产用

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需要。"①
陈独秀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与不久前曾提倡过的西方自由主义彻

底决裂，而且还说明了他深受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阵、强秀

号召中国"跟着俄国共产党一间试验新的生产方式"时，这.~点

得到了更iZ;4步的说明。②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至少

可以说他们是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证明了中国反对西方入侵的传统的民族斗争的合法性F 是列宁对

"先进的东方"的褒奖鼓舞了物质上落后的国家拥护并加入了世

界革命，是列宁的先锋党理论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尚未组织起来的

国家内建立革命组织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在最初的中

共成员中没有→个人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③甚至到了本世纪70

年代，毛泽东还抱怨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马

克思主义。他号召中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然而，正是毛择东本人在1936年曾指出: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

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

① 陈独秀(国外大事远 i平>> ，见‘每周评论) .第18期(1919年 4 月 20

日) • 

② 陈独秀(谈政治) .见‘新青年) .第 8 卷，第 1 期0920年 9 月 1 日)。

③ 陈国湘. <<(新青年，与现代中国) .台北，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1979年
底，第218页。

@ 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自‘毛主席语录) .北京，外文
出版社. 1966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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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先前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其基本区别在

于:前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毫不犹豫地运用鸟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充分的理解从未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他们的

革命斗争，相反，这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

起来以便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中国共产党

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或一门纯粹的科学，它还是

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称他

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实用主义的

态度，马克思主义这一外国的思想体系才得以在一种具有不同文

化和历史背景的土壤上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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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z 共产国际的讨论

历文学博士 A.H. 卡尔图诺娃

1925-1927年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这场民族革

命，是东方解放运动史上第-次实现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战略和策

略方针的革命。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①的最初一些文件，就已

向中闰共产党和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提出了关于两党合作和建主

反帝统一战线的理试。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致中共领导

和国民党的领导人物的信函与文件中又种共产罔际的总路线作了

具体的说明。

由 1925年 5 月 30 日七海工人、商人和学生大罢工拉开序幕的

中国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中达到了 j萄潮。国民革命军於

1926年7 月 9 日从华南基地出发，到处受到全国革命民主力量的支

持。至1926 年12月，国民党广东政府的势力已遍及拥有1. 5忆以

上居民的地区。

从1924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保持独

立的情况下加入了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战

线。然而，在1926年春，罔民党和中共的相互关系出现了危机。

危机反映在"三二O事件"②巾，这次事件从其政治内容来看意

①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的指示(1922年 8 月) • (共产

国际与中国革命> (文献与资抖汇编) .莫斯科1986年肢，第25-26页，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诀议(1923年 1 月) .同上，第37-38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

11 月 28 日) ，同上，第41-42页。

② 在苏联的历史著作中"三二0事件"被看作是蒋介石一次不流血的改变e
《中国现代史(1917一 1927)) (莫斯科1983年版)一爷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是次"局

部成功的改变" (第2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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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者资产阶级自E舰革命领导权。遗憾的是，中国头产党对这次事

变缺乏准备，为保存统一战纹而作了让步。

在革命发展过程巾出现的这些理论性问题和政治问题(j:牛

轻的中国共产党内.L以:1.1及之在巾罔共产;觉克、 j共飞产国际和联共(布)

领导j

於托t梅各 2皮支占黑!飞;、季 i击维耶夫笃人对党 Ij1央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而变

得复丰起来。他们还把这种攻击的矛头转向共产国际。争论中心

是 :}l国革命的下列重要问题 z 革命和政权的性质、中共与民民党

的合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早在1926年春就坚持中共党民退

出 rEi 民克的意见〉、求民问题等。①在华工作的苏联共产党人

(叫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首席年才iFFi 问力Ii仓，以及与鲍罗廷同时

在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运东局成员③〉对中国革命的某些现

象的吾注毫不→致的。对这个原则问题应当迸行专门的研究。

仨统一战线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制立切合实际的扣匀效的策

略的困难，随着革命的友展，工农革命积极性的增长，阶级 jj量

的分伦布加重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金第匕次全会对只有 5 年政治斗争经验的

中间共产党的活动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全会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

际的任务》提纲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短短时间内已发展成为
• • 

① ‘共产国际简史) (莫斯科 1969年版)一书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在这些

问题上的主场有一个总的评价。该书尤其指出，中国革命问题是他们用来攻击共产国际

和联共(布〉的总路线的借口，后来他们又企图利用中国革命的失败来达到民样的目的

(见第 269页}。在《共产国际与东方。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列宁的战略和策略而
斗争) (莫斯科1969年版，第 292页〉一书中有类似的评论。见《远东问题) 1989年

第 1 期，第1e2页。 H. K. 克鲁普斯卡娅在 1927年 5 月 19 日给任洛茨基的信中直言不

讳地对托洛茨基及其远随者在中国问题上所表明的观点进行了谴责(见《苏共中央通

i乱) 1989年第 2 期第207-208]J仆。她在 1927年 5 月 15 日给季诺维耶夫的信中也对此问

题作了批判〈同上，第205页〉。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文献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不

等1 走到审议苏联历史文献中原有的评价。

(纱 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有 r .维经斯基 UJi妇、 M. 技
费斯〈书记〉、几·赫列尔〈红色工金国际代表九日·相金(青年共产民ifJ古代表) • 
以及两位中共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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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头等的政治因素。"①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

尚不能完全符合革命的要求。

1926年秩冬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和复杂的问题，不

仅要求中国共产党.而且也要求共产泪际在理论上共同作出努

力，详细阐明党的总的战略路线，考虑具体的情况。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理论思想水

千上完成了过项工作。

在全会议事日程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被列在 f关于国际

形势和共产iE际的任务F 的报告之后3 这本身就说明共产国际对

小Ìi'1 革命是多么的重视。③

中凶问题 Î~全会的中心问题之一。全合既考虑到中罔革命的

特殊性，又从世界革命的具体环境对它近行分析，从而强调中国

革命的国际意义。③这是符合共产国际当时的认识的。全会的两

次会议〈第11和第12次会议〉以改中国委员会对中闰问题进行了

讨论。

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金会提交了中央

委员谭平山关于 4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珍④的报告、中央委员蔡

和森的报告、中央职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材料。除谭子山(主

要报告人)之外，代表中共参加全会工作的迹有蔡和森和任粥时

(ft名勃林斯基) ，以及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只育发言权〉。作

者不清楚出于什么原的而没有邀请中共 1[1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全
,ð.. 
Ä 。

① 《共产国际文献汇编 (1919-1932年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金会的决议、提纲和呼吁书) )莫斯科1933年版，第640页.此外也指出了党
"对农民运动估计不足"方丽的错误〈同上〉。
②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工作初次议鬼‘共产国际) .第

258-262页.过一个时候，将会有人来研究这次金会的资料和文献，他们将会对文献

中原有的评价作出豆加确切、更加深刻的判断，并且选一步实事求是地加以强调.

③ 见‘共产国际文献汇编) .第668页.
④ 谭平山报告见《世界革命的道路) (共产囡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0926年 11 月 22 日一 12月 16 日)遮记报告 J .莫斯科一列宁格勒 1927年底，给 1 li t 
第43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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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谭平山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及其书面报告展开了讨

论。参加讨论的有曼努伊尔斯基、邓肯、片山潜、多里奥、罗易、

邵力子、太供。①鉴于谭半山的两个报告和会上的发言均已发表，

没有必要再叙述了。4: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②在苏联已不

止一次发表。苏联以及中国的历史著作对该决议地行了分析出

明，并且从总体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中国问题委员会讨论情况的边记Id革·从未发表过。这次讨论

充分揭示了中国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和中共在国共合作情况下边行

革命的无比艰难，因此，讨论内容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对边记记

录的研究可使我们如实地了解与会者对革命根本问题的真正观

点，以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活动家，尤其是当时担任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主任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比名彼得罗夫)③

在制立丁该诀议草案中所作的贡献。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中国问题

提纲委员会主席。由 I二出现分歧，该委员会未能起草出→份统一

的提钢，于是将问题移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中国问题委

员会问论。参加讨论的有z 布勃诺夫、布哈林、瓦西.m耶夫、片

山谐、拉斯科尔尼科夫、罗易、斯大林、米夫 (M. A .福尔杜

斯)、谭平Ùj 、任粥时、蔡和森等人。

众所周知，在中国委员会上的所有发言中，只发表了斯大林

的发言一一《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但得提醒的是，斯大林在

这执立言中列举了 J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关于革命的性质、中

国的革命军队、未来的政议) ，在他看来，在彼得罗夫和米夫的

提纲卒案中，在谭平 IlJ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中部避而

CD 兑《世界革命的迫路> .第 1 卷，第395-466页。

③ 兑《世界革命的道路)第 z 卷，莫斯科1927年版，第435-446页， 怎关于

中国问题的主要法议) .莫斯科1927年版，第33-63页' ‘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

668-680页<共产国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一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

t文革在汇编) ，莫斯科1934年版，第133-145页'‘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的一105页事

在最近一个版本中，根据档案原文首次发表了诀议的第 8 和第 9 篇章(第23一28节)。
③ 拉斯科尔尼科夫(1 892一 1939) 本姓伊利英. 1910年参加苏联共产党.是苏

联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作家和记者. 1939年被不公正地宣布为人民

的敌人。在沁园逝世和1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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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这些问题。斯大林关于这些问题的提法被写进了全会通过的

决议，只增加了→些更为详细的说明。

但是，在共产国际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著作中，对围绕斯

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①之一是军事因素起特殊作用的

论点展开的争论，却只字不提。由手山、罗易、纳索诺夫、任粥

时等人在委员会发言时对关于"特点"的论点表示反对。纳索诺

夫在谈到军事因素的作用及其"同中国的整个阶级力量和革命力

量的相互关系"时说， "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胜利完全是在社会力
'时，气.1>:

量和革命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下取得的。"②。任粥时也就此问

题发表意见反对斯大林的论点。他警告说: "我们应坦白地说，

现在尚不能完全信赖广东政府的军队"，它"很可能被资产阶级

所利用... ••• "③ 

谭平山也号召 z 既要全力以赴争取军事胜利，又要开展人民

群众运动。"④他还警告说存在着与军事:因素占优势有关的危

险，存在着建立军事独裁的危险。

结果，斯大林在发言中提出的"特点"论点没有被写入诀议。

遗憾的是，事态是朝着中共代表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蒋介石利

用军队在1927年 4 一 7 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与中共断绝了关

系。

当代中国的历史著作承认，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

大全会诀议和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的发言中，在许多宝贵的具有

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建议，这些建议"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独

立白主地领导中国的革命"。⑤但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学家认

为是错误的，而且是与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有关的论点。

(0 见但斯大林全集> ，第 8 卷，第363页.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495，目录165，案卷 269 ，

寄'; 3 页。

③ 同上，案卷271，第 7 页。

@) ‘世界革命的道路> ，第 1 卷，第465页.
。 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北京1987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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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阿凡 (q3Hh Ihaü-lþaHh , 击，以名待在。一一-译者〉的

《 jL 产;可际 l手中 [lil 革命》专著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专著括:ii ，

斯大体ìI:中间共产党尽 4切可能抓好军事王作，却没有明的在山

必项"这主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军队"①的问题。陈再凡批i于

这种观点脱离现实，因为它们认为，似乎同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司

以成为"中闰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最重要用素"。中国的在位历

史学家认为，把国民党看作"人民的政党"或甚至"工农的政

党"②是共产圈际执行委员会和斯大林的话i吴之飞陈再凡认

为，没有提出，更没有解决武装力量应掌握在姓的手中这样-个

"中间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无疑"叶伟大的中间革命的变 R产

J!三了不良的影响"。③

中 l司委员会的与会者卒，恙二月率和关注的态度进行了讨论、!也

们对所讨论的问题力求找到最现实的解决办法。争论有时运到了

白热化巳争论围绕着三个提纲草案展开，叩彼得罗夫一布勃j吉夫④

草案、米夫一库庄莫夫草案以>>.共产;可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

只中央的联合草案。

担任中国委员会会议主席的加拉赫提出了两个问题供大玄H

论，这就是确定中间革命的动力与发展道路问题F 帮助中!可共产

党，使其路线"向迅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方向发展"问题?导讨

论的资料证明， 与会者(除米夫和罗易之外〉没有把;占: ~n t.:: :j1!可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入议程。

拉斯科尔尼科夫〈边记记录中忌彼得罗夫)的发言引起飞主

者很大的兴趣。他作为提纲委员会主席通知说，委员会来坦 ι;在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1987 年版，第13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33页。这里指的是1925一 1927年革命。文中分析了斯大林在Jt严罔

J际时期对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见《远东问题) , 1989年第 1 期，繁l05-107

页。

④ 彼得罗夫-布勃诺夫的联合草案是在巾国委员会开会前提交的，而‘民族革
命的武装力量，这一章起初并未印出，它是在1926年 12月 1 日补送去的.

⑤ 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95，目录 165，案卷267，第 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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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原则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因此，将所有三个提纲草

案〈彼得罗夫的、米夫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

央联合的草案〉分发给中国委员会各位委员。彼得罗夫同米夫在

提纲委员会上的分歧的实质首先是如何确定土地纲领的性质，而

且两人的出发点都不是想制定一个长期纲领，而是想制定→个反

映农民的要求，并能以此联合农民，从而为土地革命奠定基础的

行动纲领。米夫建议把现在中国已经建立的农民苏维埃作为农村

的政权机关，以及立即强迫地主、乡绅之流统统迂iLI农村的观点

列入扣，纲草案。

在对待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评价问题上，彼得罗夫和米夫又暴

露出不同的观点。米夫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己转变为"直接

的社会主义革命"，彼得罗夫对此并不赞同。此外，他们之间的

分歧还表现在对待国民党和"三二。事件"的态度上。彼得罗夫

认为，在中国现有力量对比条件下和当前国际形势下，米夫提出

的评价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先时尚早，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提纲委员会就上述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进行的辩论，实质上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之间的激烈争论。因

此，在中国委员会上公开进行了自由讨论，目的是寻求能帮助中

国共产党制定今后提远政策的答案。

小国委员会讨论的重要问题有z 现阶段和今后的革命性质问

题，我民和土地问题，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F 对国民党的态度

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尽管1926年底

以前中国的民族革命已达到了高潮，但其反帝和反封建的主要任

务→个也没苟解决。而中共领导中却镜民族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进

行讨论。

彼得罗夫同在此问题上持极左观点的米夫进行了论战，并且

令人信服地证明，"民族革命远未完成"，所以中国革命者当前的

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中国军阀的压迫。①彼得罗夫论据

① 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495. 目录165. 案卷267，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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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地说明"这个国家的革命是在特殊条件下，即与上一世纪西

!欧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05年俄国革命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发展

起来的。"①因此，他们反对一些共产党人把"俄国布尔什维鬼党

的"经验机械地"移植"到中国革命中去的企图，认为这样做是

极大的错误。他认为中国民族革命存下列独特之处z 国家的半殖

民地地位，国家政机机关的瓦解，军阔的国家军事机梅对中国大

部分领土的统治，以及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

式到"宗法氏族性质"的残余)，各神形式的商业资本、小手工业

者和芋工工业在城乡的优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社主

革命力量的组织较差。在这种情况下，闰家联合，即"肆宣j虫t

的统一的 '1'[ 主1 "②的任务就提到了首位。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讨论基同确左中国电命口I艳的支

展前途紧密相关的。斯大林、布哈林、彼得罗夫和布勃诺夫认
唱'国

为，中罔革命是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提uj 了中国司能

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思想，并且指出，中同共产党正应当

朝着这个前途前进。彼得罗夫所持的意见是，中国可能有两条发

展道路 z 或者是实现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资产阶级统治，戎者是实

现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统治。在后斗种情况下，"中

国将远非资本主义道路"。③〈者重号是本人所加。一一作者)

如果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在国内建立苏

维埃政恒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暂时建t一种介于资产阶级议会制

和苏维埃民主制之间的、中间的、过搜性的政治制度"。④

针对非资本主义发展方针和未来政权问题，布哈林从这个前

途出发发表了他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看法=这个国家对工业

和土地实行国有化，广泛吸收群众参加国家机关的王作，对外贸

实行垄断，废除国家债务。这个具有幅合社会性的国家将控制国

冉
叫
我
吨

③ 案卷267. 第 10页。

② 案卷267. 第 11页。
@ 案卷267. 第 37页
.:v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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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工业这个经讲命脉。布哈林说: "只手于这样，才能开辟另 a种

发展道路，当然速是指在西欧，特别忌在苏俄帮助下而言。因为

在那种情况下，如若这种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

专政不掌握经济命脉，那么就只能朝者资本主义方向发展。"①

从理论上仔细研究未来政权的社金绎济基础，是对非资本主义发

展的政前方针的一、个重要补充。

共产l可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主席拉费斯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发

展前途时，也赞同非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友展前途的思想。但他

对彼得罗夫提纲中过高地估计国际因素在解决中国争取非资本主

义发展道路的任务中的作用的部分提出了批坪。拉费斯认为，正

是内部因素"使中倒共产党白可能把整个各种力量联盟团结在自

己的周围"。②

根据起草委员会的忖论和研究结果，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

和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这样提的"中l可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创

造导致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社会政治条件……革命国家的结

构取决于它的阶级基础。它将不是一句个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

是什、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民主专政的国家。它将

是一个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内的反帝的革

命国家。"③

这种认识是对共产国际的理论研究的重大补充，实际上是对

至今仍具有影响的列宁的解放革命理论的新发展。我们要指出，共

产国际己意料到在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情况下非资本主义发展道

路是可以实现的。解放革命的经验，尤其是60年代的经验表明，

在这个问题上还可能有其他方案。

提交中国委员会审查的提纲草案，以及讨论会上的发言证明，

它们全都确信，中国草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对中

① 案卷269，第47页。

@ 案卷267，第 41页.

③ 《共产因际与中国革命) (文献与资料汇编) ，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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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来说是最复杂的问题，分歧只出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策

略上。

片山潜把党必须提出能使农民服从自己领导的口号问题放在

首位。因此，他狠狠地批评了米夫的提纲。①彼得罗夫就此问题
提出了在当时情况下最切合实际的口号。他在其提纲草案和发

革中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求〈取消地租、最大限度地减轻赋

税重负、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等〉②符合农民的实际和该阶段

总的革命形势。结果，这些要求全都载入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

之中。由此可见，中国委员会成功地提出了革命现阶段土地问题

的要求和政策，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共产罔际米说都是

…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彼得罗夫充分认识到，立即给中国革命奠定农民基础有着种

种困难。首先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盘根错节的半封建残

余③〈土地转租、大地产主的土地所有制-等等)。同时，他对布哈

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此问题所作的发言表示赞

同"。你触动它一下，你.~.着手动摇这种土地所有制，马上便会有一

股浪潮涌向工商界……在广东省〈广东政府的主要根据地) ，大

量t地掌握在土地大私有者手中，而他们又是与支持广东政府的

工商业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你触动他们，他们便动摇起来。

目前，整个中国革命的最大困难之·就在于此。"③

彼得罗夫主张向没有农民运动的北方提出一俨激进的纲领，

建议在正在进行"内战"的南方"实行一些小改小革，免得吓跑

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⑤米夫不同意彼得罗夫的观点。

委员会赞同彼得罗夫的观点。他的建议后来被写进决议的最

① 案卷269，第11页。

② 案卷261，第21页。

③ 同上，第12一13页.
③ e联共 t布〉第15次代表大会(1 926年 10月 25 日一 1\ 月 8 f1) > (速记报

告) ，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88页。
⑤ 案卷261，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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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本中。

在讨论 11 1 X'Ì I 护 I~ ~ jù::且不够重视土地问题，对立的"严重错

误的和机会主义的"①政策，对立键出的农村统一战线口号(彼

得罗夫) ，对它反对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彼得罗夫、布哈林)

均提出了批评。任粥时反对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抱有机

会主义错误。他只承认确实存在个别"具布机会主义倾向"的事

实，例如在湖北省"但这是局部性的错误"。②拉费斯说，中

国共产党1926 年在开展农民运动市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他认为，

"不能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到农民中去。我们担心，明显的共

产主义口号舍吓跑农民群众"。③

正如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所证明的，其实未必能说中国共产党

在20年代中期的土地政策是机会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

虑到这样‘个事实，即罔民革命军的多数军官出身于地主家庭，

撒进的土地纲领会引起国民党军队的不良反应。因此，与会者没

有接受米夫关于立即强迫所有地主和绅土迁出农村的口号。

农民应由谁来领导这个问题，在委员会讨论中占了重要位

置，因为当时在中 ffil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工作人员当中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说怯 E 陈5虫秀认为，国民

党是一个"包括各个阶级"的政党， "毛不能以农民为基础" J 

而拉费斯则认为，似乎中国需要一个领导农民运动的新的政党。

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遭到了委员会的否决，后来也被中国共产党

否决，被实践所推翻。

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讨论扣结论，对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

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决议写道，在中国当前情况下

"无产阶敏是唯一能够执竹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④在中国

革命的具体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暂时还没有引导工人阶级去完成

② 网上页注⑤，第17页。

② 案卷271，第19页.

③ 案卷267. 第65页.

④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文献与愤料汇偏)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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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务。重要的是，已经有了一个答案z 正是作为工人阶级的?

先进队伍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农民。

关于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委员会讨

诠的中心问题之一。全体与会者或多或少都盼及了这个问题。在

此问题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代表对这个问题

的见解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蔡和森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自我

欺骗，似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领导权"，但他确信，无

产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定能夺得领导权"。①谭平山代表了

中共中央的观点，他说，"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机还没有

足够的保障... ••• "②;同时他认为， "无产阶级不仅是将来的无产

阶级革命的，而且也是现今民族革命的动力"③谭千山把整个解

放运动的兴衰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衰联系在·起。④

罗易从其特有的左倾立场出去断言，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

导因素"。⑤因此，他错误地把上海和广州工人阶级局部战斗和

1925年"五卅"运动时的形势搬到了1926年底的整个革命中去。

彼得罗夫比较实际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说 I "如果说中国无

产阶级现在已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

在中国不是这种情况……夺取领导权，这是一个要经历一段时间

的历史过程。"⑥他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制在

一条总路线，朝着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向前进，并千方百计

地帮助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

米夫从左倾立场评价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认沟，无

产阶级已经上升为"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者"。 3

中共领导在此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呢?从第·次代表大公

案卷261. 第 114页.

见《世界革命的道路) .第 1 巷，第399页.

同上，第400页。

网上。这种观点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占 E 导地位。
案卷269. 第 31页。

案卷267. 第34页.

案卷 269. 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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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1年)开始，它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后来由于共

产国际的建议，它才开始建立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范围内进

行积极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 1 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论点，但该论点有局

限性，因为党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所以投有号

召工人阶级去进行争取农民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仍把希望寄托在

工人阶级身上，实际上没有把农民争取过来。在革命过程中，中

共领导人随着工人运动的成败而在对工人阶级作用的评价上出现

了摇摆。①

在讨论过程中，把工人阶级领导权说成是--~种国际思想的问

题占有明显的地位。拉费斯在直接网中共领导打交道当中看到，

有些中国同志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恰恰说成是世界无产阶级而不是

中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②

经过中国委员会的讨论和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工人阶级在革

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在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中得到了反映。决议指

出， "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这个阶段(临近第三阶段。一一作者〉

运动的领导者。"③当时，共产国际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

这样的。然而，事件的进程十分清楚地表明，由於政治斗争经验

不多以及一系列其他情况，中国无产阶级还没布作好充当全国范

围内这→领导角色的准备。也不排除下述情况z 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投奇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夺取领导权

的复杂性。在中国，为了不被坏统一战线，别的不说，首先必须

预料到无产阶级的民族使命和阶级使命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

这就是过高估计具体表现为大规模罢工和大量发展工会的工人运

① 例如，李立三在1926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红色国际工会执行局会议上所作的关

于中罔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中说，在目前阶段"......中国工人已经在革命中处于领

导地位"。全宗534，目录 8 ，案卷168，第229页。而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态度却相反.
例如，向年10月在准备上海暴动时，他们实际上也有把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因素来考虑.

@ 案卷267，第44-4õ页。

⑥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文献与资料汇编) ，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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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成熟性的原因。

在讨论国民党的情况和国共关系问题时没有出现大的分歧，

但在会上指出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性正在增长。奇一种意见认为，

将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中派和右派，与反映工农利益的

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而且必然要破裂。存在着现实的

危险性，这就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后，其胜利成果会被用来均中

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①为防止出现这种危险，提议吸引广

大农民群众参加国民党，这样他们就能促使国民党的社会成分发

生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仍然将

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翼身上，且然他们并不认为国民党左翼是真

正的革命派。中派集团内部蕴藏着很大的危险，而中~共产党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是知道这些危险的，所以他们无法解

决"应当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说是依靠"国民党左翼，还是中

派集团飞②

委员会得出结论: "中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革命的性质

政其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门③这是当肘唯一正当

的决定，因为群众仍把国民党看作一个革命的政党。

委员会还对中共和工会内部的情况、大资产阶级和中国军阀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蔡和森在会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对中

国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估计上所犯的某些错误，即过高地估计了卫

人阶级的作用F 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尤其是1925年

上海"五卅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几乎整个资产阶级

① 案卷267. 第32页.

② 案卷267. 第69页。

③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文献与资料汇编) .第99页。中国历虫学家向背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金会决议关于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时不应力求确立

其领导地位的论点提出了批评.向青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关子这个问题的看法无疑
削弱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阵地0" (‘国际共运史研究) • 1988年第 3 剿，第 5
页。}我认为，对向青看来是无疑的问题有必要作进-步深入的研究。显然.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扩大金会当时考虑到 1926年"三二O事件"的经验教训，当时蒋介石发动
政变的理由之一就是共产党人过于积极地想在国民党中占据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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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反革命的"①;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力量和作用要么估计过

高，要么完全估计不足，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②

夫于斯大林在发言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广东政

缸"问题，任粥时阐述了众所周知的中共中央的观点，归结起来

就是z "现在参加政权对共产党不利"。③

谭-'1"山在书面报告中尤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自己认识到的成

绩和缺点。仅仅一年时间，党的队伍就扩大了三倍，有13 ， 000人

入党。而且，广州、上海和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已经发展成为群众

性组织。党此组织不仅扩大，而且巩固了。他指出， "中国共产

党是民族革命的→支突击队。"谭平山指出了下列缺点 z 中国共

产党的影响远没有扩大到全国，基层干部还很弱，组织"不十分

健全 97 ，工厂基层组织的成员没育经过充分的训练， "党的思想

修养不够，党还缺乏国际经验"。④

联共(布)代表就此问题和其他问题提出了耐人寻味的意

见。布勃诺夫的立言显示了他对中国军阀、大资产阶级、工人问

题等问题的超群认识。⑤他预言，中国工人阶级将同以老奸巨滑

的买办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十分狡猎的阶级敌人打交道。⑥发言人

认为，在现阶段就必须帮助中国工人阶级作好充当革命领导者的

准备。⑦ 1926年春曾出差到中国的布勃诺夫(化名伊万诺夫斯基〉

谈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我个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

① 在分析中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时的错误估计，在共产国际文献中，其申
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金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1926年 8 月 2 日〉
和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都有所反映，尽管语调不那么强硬。周恩来1960年在‘共产囡
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见《周恩来选集) .第 2 卷，北京19B()

年躯，第304页.
③ 全宗 495. 目录165. 案卷267. 第 114页。
③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金会影响 F. 谭手山于 1927年 s 月以农业

部长身分加入武汉政府.但实际上他未能执行任何决议。
④ 《世界革命的道路) .第 1 卷，第400页。

③ 案卷 269. 第24-29页。

⑥ 同上，第28页.

⑦同 i工，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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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草一个优秀的政党，立经受过战斗的考验，拥有自己的领袖和

于部……各级党委会的书记都是优秀的革命者和出色的政治

家。"①

红色工合国际代表赫列尔批坪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问题上的

政策，②他说，工人"多半是充当实现政治目的的突击~k.， fE!对

他们的经济要求不是时时都给予充分的庄意"。③

中国委员会以及全会在诈细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形势之后再出

结论:共产党最近半年内在数量 k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其中主

要是工人。立注意到加强党内投育的必妻性，提出了为争取党的

公开存在而奋斗的任务。

在讨论中对中国革命阶段的划分问题给予了很大的注意。布

哈林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将进入重新配置力量的第三阶段。"我

认为，即将到来的阶段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

阶级结为同盟，把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④布哈林把当前的革

战时局看作是过渡阶段。

布哈林认为，在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实践中存在着困难， )基注

:是中 it司已经有了一个革命的政府、 a支革命的军队和→片革命

的领土，而且在"相互适应的力量，即整个问民党"⑤I*J正在边

行十分特殊的工作。

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特点的说明，以及关于阶级力量即将重

新配置〈届时中共不得不在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作出有利于农民

的选择)的观点，经过某些校订后写进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的最

终文本之中。诀议指出，在即将到来的阶段中， "在把大资产阶

级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吏具革命性的联盟一一无产阶级、

① 案卷269，第29页.

② 同上，第68页.

③ 同上，第73页.

④ 案卷269，第49页。这是布哈林在通记记录中强调指出的.
⑧ 案卷269，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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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如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将是运动的基本力量"。③

斯大林对农民这个革命的政治因素估计不足。在讨论这个问

题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E .瓦西里耶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东方部副主任〉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说，农民仍然处

在不可能指望近期内就能把他们吸引到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斗争中

来的状态，②尽管从中同传来了关于农会大量增加和它们实际参

加革命的消息。罗易对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他在主张对

某些企业家实行固有化的同时避而不谈土地问题。③

讨论表明，在对这些或那些事件的评价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这不仅反映了发言人不同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斗争经验，而且也反

映了中国发生的事件本身是极其复杂和充满矛盾的。

为起草决议草案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成员有z 谭平山、

布哈林、蔡和森、任粥时、加拉赫、罗易、邓肯、佩佩尔、布勃

诺夫、拉费斯、米夫。④

起草委员会(参加入员有彼得罗夫、罗易、谭平山、布哈林、

拉费斯、 li~贡诺夫⑤、蔡和森⑥) ，在彼得罗夫一布勃诺夫草案

和对斯大林的提纲的修正案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提纲草案、中

共代表的意见、中国委员会的讨论资料、全会的发言，制定了关

于中罔形势的决议。决议共有28项，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93页。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发生在1927年 4-7

月。结果，革命遭到失败，当时革命未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应当承认，共产国际在
策略方针上犯有若干错误，过高估计了国民党革命的可能性和群众运动在革命中的力
量。但如果把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罪责归于共产国际，那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
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外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的对比不利于革命力量.中共领导
中的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及其在与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政策上的错误，以及党在实践中
没有领导工人阶级去建立工农联盟等因素都起了-定的作用。苏联和中国的历史著作
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是接近的。

② 案卷269，第17页。
③ 同上，第34页。罗易这一意见使人产生→种想法，即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

的报告和己~袤的文本不一致，因为后者没有删去有可能实现土地国有化的口号。
④ 案卷271，第64页。

⑤ 根据我掌握的材料，这是可施。y 反ιMUH (原名待查。一一译者〉的化名。

⑥ 卷宗 495，目录165，案卷273，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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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扩大金会根据谭平山在第27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委员会所作

的报告予以通过。其中第23一27项( <<民族革命的武装力量》篇

章)、布勃诺夫的草案原文和作为《共产党的任务》的一个篇章

的第28项(由斯大林提出〉均标明是密件，所以1986年以前苏联从

未发表过。

60多年来，人们从书籍和文献中只知道斯大林在提出 a系列

论点和在最后阶段对决议文本进行修改时所起的作用。现在可以

举出那些在制定关于中国形势决议中作过重大贡献的人的名字，

他们是 z 拉斯科尔尼科夫、布勃诺夫、布哈林、谭平山、罗易、菜和

森。

前面已经指出，决议的所有论点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尤其

从今天的研究水手来看。但是讨论结果最终形成了斗个文件，该

文件20多年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共产

党指明了主要斗争方向，这就是主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共领导人在收到决议以后的反映。80年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发表了致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说

明〈或者是说明书。一一作者) >> ，①在说明书中对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全会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捂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

辩证问题，作了高度的评价。中共领导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

党长期以来用」条深深的"天然的、人力无法逾越的"问沟把民

族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割裂开来。中国共产党把兵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全会在决议中就此问题所作的说明，看作是共产国际对中国

问题的"根本方针和战斗策略"。

中共中委政治局在说明书中连对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和就此问

题提出的建议，作出了肯定的反应。这些问题是z 继续执行国共合

作方针，在当前情况下没有必要继续建立作为共产党保护下的革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叫参考资料)，第 1 册，北京 1985年版，第 18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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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政收凯芜的苏维埃 s 执行巩罔战斗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等等。

摘译自 4远东问题) 1989 年第 6 期

李金事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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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国史学著作对孙中山的评介

C. )1 .齐赫文斯基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1866-1925) 是杰出的污党

人物，人们对于他的生平和活动的兴趣，并未随着时间的推路而

减弱，反倒越未越大了。 30-60年代外国史学界在论述孙中山的

, \=..平和1活动方面曾经存在许多学i辰，对此我们的学术刊物己经加

以分析，①本文只分析近几年来几位外国史学家立表的一些著作

和论文.困它们充分反映当代外国史学界对这位中国和世界民族

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的基本研究动向。

美国的韦慕庭教授对孙中山对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的研究最古

代表性。②韦慕庭这本书是外国人研究孙中山的一本虫料乍宫、

论据确凿的著作。作者有机会接触台湾国民党保存的档案，并且

使用了美国、英国和法国收藏的未曾公开的档案。他不仅广泛地

利用了美国、欧洲、日本和台湾的文献，而且还用了大量苏联作

① 齐赫文斯基， ‘美国史学著作对孙中山:0对外政策灼润迹"‘历奥问题，
]961年第11期 s 齐赫文斯基对冷绍诠和帕尔默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书的评

论，见《亚洲人民) 1962年第 4 期，此外还有他的《资产阶级史学界对孙中山争取中

国独立的斗争的研究) .载《东方国家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莫斯科1963年版<<西

欧史学著作对孙中山的对外政策的阐述)载《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列
宁格勒1963年版， <孙巾山的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 ，莫斯科1~64年版。另见r. B. 

叶菲莫夫<<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历史书目简介"列宁格勒1972年底第 8 卷与列

宁格勒1979年版第 4 卷 s他的著作还有 <1911一 1913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

山> ，莫斯科1974年版， ‘孙中山于1914-1922年间的探索h莫斯科1981年涩。A.A.

莫尼娜(关于1963-1965年资产阶级史学界对孙中山几点看法的研究)载《孙中

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一1966) 纪念> .莫斯科1966年版。

② 韦慕庭<孙中山一一履经挫折的爱国者) , 1976年纽约版〈本书引文见下

丽文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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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书和己公布的材料。尽管韦慕庭表面上采取不偏不筒的、故

作客观的" !I也理论的"叙述1i~去， fll (í孙中山一一屡经挫折的爱

国者》这个书名本身'就包含了作者对其专著中的主人公的决非公

正的评价。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对孙中山在推翻清王朝斗争中的功绩、他

反对中国军阀的行动、甚至他晚年所持的反帝立场都一笔带过。

作者把孙中山描写成一个性格不稳定、出尔反尔、悲观失望的

人。按韦慕庭的说沾，孙中山"述恋于自己的梦想，并认定自己

是实现这些梦想的工具，但在对于非中国因内外的现实上，却远不

能得心应手而且是屡遭挫折。他作布一个失意的人死去了" (第

7 页)。韦慕庭不讳言他的主旨是反映孙中山的晚年和他的联俄

政策〈第 8 页) 0 而且，作者给"联俄"这个词加上了引号。

在绪论部分，韦慕庭继续发挥在前言中就已假定的论点 z 孙

中山是一位远远脱离实际的理也主义者，他把希望当成现实。作

者把这归咎于他的"个性一一促使他追求不可达到的目标的个

性"。他肯定地说z "有时孙中山的行动是不可理解的" (第 6

页)， "他是一个信仰着洼的人，认为唯有他自己正确，并且只

肖他用应领导政治上的变革直至达到预定的目标。或许，这种着

边正是他的行为有点反常的原因" (第 9 页〉。韦慕庭在书的一

开头就给读者走了这种调子。他把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盟，

还有孙中山的另一个主要政治主张一一联共也当作"反常"的

事实。

本书前 4 章讲述孙中山在推翻请玉朝和袁世凯独裁统治期间

的革命活动，并强调他设法为革命者筹集经费。书的大部分章节

(第 5-9 章)专门论述孙中山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作者用大

量文献资料说明这位中国革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经验抱有极大的

兴趣.他写道: "孙中山和俄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由孙中山首

先提出来的。 1918年夏天，孙中山在失望中离开广州之后，就以

中国广州〈南方〉国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义打电报给列宁，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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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希望俄中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斗

争。" (第112-113页〉韦慕庭承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

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z "俄罗斯社

会主义共和国已存在 8 个月，这个事实本身就使远东人民产生了

希望，认为建立与俄国相同的制度是可能的。"他引用了中国舆

论界，其中包括在孙中山的机关刊物 f民国日报》上登载的完全

赞同苏俄政府于1919年 7 月 25 日对中国南、北方政府的宣言所做

出的反应，因为这个宣言与巴黎和会作出的要把德国原先在中同

的殖民地让给日本的决议持完全相反的立场。

然而，在引用这些客观证据的同时，韦慕庭还引用了表面上

是美国记者、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间谍的西科尔斯基的正式报

告。西科尔斯基于1919年初在上海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随着

向"美国领事馆报告了自己的主人与俄国人的接触" (第 115页〉。

这个问谍能够接近孙中山，他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龚宁翰提供情

报说，俄国人好象把孙中山看成一个仅仅依靠武力的"旧派军

阀"。韦慕庭沿用这个毁谤并肯定地说: "苏维埃饿国一贯的目

标，是使孙放弃他靠军队解诀政治问题的方式。" (第 116页〉作

者还援引了那个美国间谍别的"文献"情报以作证明，他说，在

1920年夏天，列宁好象从伦敦给孙中山拍去一封站语电报，邀请

他去俄国看看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做的，但据说孙中山谢绝了这个

建议。

韦慕庭广泛引用了其它同样可疑的文献资料，如1927年在天

津用英文出版的由一个姓米塔列夫斯基的人写的伪造的反苏文献

《苏联的世界阴i扣。书中引用北京政府专门为调查和翻译1927

年 4 月 6 日中国警察局象强盗一样闯入苏联驻华使馆区时搜走的

文件而成立的委员会的资料。韦慕庭在他的书中不加选择地引证

史料决不是偶然的。为了使人们对孙中山对苏联政府的诚意和苏

联政府对中国及孙中山本人的政策的动机产生错觉，他引用了未

必真实的，而且往往明显是伪造的资料。夫J达此目的，韦慕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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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分详细地引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一一陈独秀的信。陈在信中

一口咬定:当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把→笔巨款带到广东交给了孙

中山，孙中山这才同意改组国民党和联饿。〈第 150 页〉据韦氏

说，他使用的是从日本文献资料中得来的"第三子"材料，该材料

称， 1924年年底孙中山北上途中似乎曾在神卢的日本著名的冒险

家头山满处停留，并曾向后者坦率地表示:废除治外法权和废除一

切不平等条约不过是一句口号，这些要求不能实现，他也无意去

实现它们 p 对于布尔什维主义， f也亦不醉心。〈第275页〉

为什么韦慕庭金在他的书中引用所在这些诽谤和谣言呢?显

然是他找不到豆可靠的足以"证实"他对孙中山和苏联政策的偏

见的材料，因为事实上不存在那样的材料。

韦慕庭粗暴地歪曲苏联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宗旨，他宣称z 苏

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及其在东北和外蒙的势力，与沙皇并没

有太大的区别。又说什么苏联领导人之所以需要孙中山，那纯梓是

从他们的全球战略即从发展的瘟民地的革命运动的角度出发，因

为这个运动金损害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而且归根结底最终会引

导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第164-165页〉作者毫不掩饰他对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敌视态度，不加区别地指责其拥

护者强行把历史一律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第293页〉

韦慕庭在叙述中指责苏联历史学家战意歪曲苏维埃俄国同孙

中山的相互关系，他争辩道: "苏联虫学家宣扬他们的动机和慷

慨大方y 有其双重目的一一使俄国青年的革命精神在新→代身上

得以恢复、左右他们对于1960年后展开的与中共论战的看法。按

韦慕庭的说:去， "俄国当代一些学者"断言孙中山在1920-1922

年同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接触中"竭力讨好社会主义国家" (第

112页〉。

作者抱怨，研究人员在研究孙中山与苏维埃俄国合作的问题

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论述这些事件时牵楼到许多重大的历

史问题……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思想上的偏见" (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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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韦慕庭承认E 孙中山间苏维埃俄国的密切关系使多数国民

党学者感到笔下为难;俄国人的动机是令人怀疑的 F 西方史学家
对}二俄国与孙中山的合作也深感疑惑。"相当多的学术著作认定

苏维埃俄国剌激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敌对情绪，并i咬使他们起来
革命，而这被看作毫坏事.， 0 (第167页)

作者认为他本人对孙中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持正当态

度，他公开承认对此问题抱有成见， "无疑.这在随后的叙述中

即可看出" (第167页〉。实际上，他的看战表现在他企图贬低孙

中山晚年即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的重要意义。孙中山是中国人

民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苏维埃国家忠诚的朋友、帝国主义坚定

不移的反对者。 扫慕庭不顾事实真相断言z 孙中山"并不指望哪

一个大国来拯数中国" (第287页〉。为了说明这一点，韦慕庭在

书中国执地、 {R毫无根据地写了孙中山的失望。在谈到1924年孙

中山在广州所作的题为《论三民主义》的情讲肘，韦慕庭把孙中

山称作"沽名钓誉的、失意的爱国者"。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章一一

第 9 章写边:孙中山去世前的 4 个月是他 -lt王中最感绝望的时

期(第270页) 0 "我们把孙中山称作‘屡经挫折的爱国者'，」是丰

困为{他也的事业的大部分记录着i地也在实现爱国主义目标的努力中令

人t坦且丧的失败" ; (第288页) "他的一生象←一‘升斗个、梦幻般的桂事"

(第290页〉一一韦慕庭以这样的 i活舌刮i语吾结束了{他也的著作。

尽管我们批评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存在错误观点，但应该承

认，他在挖掘有关孙中山的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学术

研究中使用这些文献资料，可以使有思考能力的读者对孙中山间

苏维埃国家关系的性质得出与作者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不会接受

作者在书中始终企图强加给读者的结论。譬如z 他引用了孙中山

在陈炯明反革命叛乱以后于1922年 8 月 9 日启程去上海前夕在广

州的"摩轩号"炮舰上就中国外交政策问题同他的战友进行的一

次谈话的内容。在谈话中孙中山指出 z 在苏维埃俄国一切井然有

j芋，因为它有合法的政府F 新经济政策并不禁止人们拥有私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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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F 西方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形势的宣传是不真实的。保持同苏维

埃俄国的良好关系，对中国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第124页〉在书

中，作者同时引用了孙中山在1922年11月中句对日本日日通讯社

记者发表的谈话内容。在谈话中，孙中山诉i昔日本舆论界，主张

日本 l司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号召各国同俄国一起进行"反对盎

格鲁撒克逊人侵略的斗争" (第 134页〉。

ii慕庭详细地讲述了孙中山于1923年 8 月在香堆同美国人布

罗克曼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孙中山尖锐地批评了列强，特别

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宣布: "我们己不再希望得到美、英、拉

或其他任何一个大国的援助……唯有 A个国家表示愿意在南方帮

助我们，这就是苏维埃俄国" (第145页〉。作者还承认z 在国民

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在同老国民党员谈话时驳斥了有

关苏维埃俄国打算为自己的私利而利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且

指出，有些国民党党员在这个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这是由于他们

长期生活在经常进行反苏宣传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原故" 0 (第

192页〉

g 11 1 还引用了详尽的资料以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代右，首先

是美国驻华大使、领事及美国国务院的重要官员对孙中山采取的

极油敌视态度。 1921年，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所有政府机构和个

人不得与孙中山进行任何接触。〈第162页〉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

不理解孙中山的真正动机，因为按作者的话说， "他们当中大多

数人来中国是为了赚钱，或是为了拯救灵魂" (第287页〉。

且然韦慕庭的著作由于其大量真实的材料而成为两方所有己

出版的关于孙中山的传记中最全面的 4本专著， fB.作者在阐述这

位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的关系时并未掩饰他的倾向性，其目的显然是对当前苏中关

系的发展施加消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该书的优点。

韦慕庭还参加了西德学者和国民党学者的集体写作项目。该

书由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政治中心主任金德曼主编，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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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韦慕庭负责读书的第14章。①佳运一直旦，

他重复我们上面已经分析的、意任贬低孙中山同苏维埃俄国合作

意义的经过精心选择的论点。韦慕庭在→开头写道: "古关手l、博

士同饿国的关系的资料，要么涂上神秘的色彩，要么对其政治意

图进行明目张胆的曲解。"②按他的说出.孙中山只是出于对俄国

人的担心，怕他们帮助与他忽雄的陈炯明、吴佩孚之流的军阀，才

去寻求同苏维埃俄国合作的。韦氏引用了他任台湾同国民党人士

一一人所共知的反共分 rJ去季陆的谈话，说孙中山对他的政治顾

问鲍罗廷极为不捕。作者在本章违背了孙中山于1924年年 11至 12

月在上海取道日本赴京途中发表的院讲以及他临终前《致苏联

书》的基本内容，肯寇地说"孙中山在58~生日过后的第二

天，即11月 13 日动身离粤北上，标志着他按俄国的条件同苏维埃

俄国的合作已告结束。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③

上面提及的这本书的作者，除韦慕庭外还有14名，其中 8 名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院校和研究中心的教授与教师， 4名是台湾

国民党学者，一名是澳大利亚学者，一名是以色列学者。尽管书的

基调具有公开反共的性质，但书的责任编辑金德曼给传略加了一

个标题: <<孙中山一-20世纪中国的奋起反抗的顶言家》。他与韦

慕庭的看法不同，认为"孙中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觉得他

有负于苏联。别的姑且不论，苏联~唯一以某种形式承认他、并

急他之所急、给他以物质援助、向他献计献策的外国政府"。③

金德曼的观点见于他1959年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题为 <<1923-

1925年孙中山的中苏联盟政策》的博士论文答辩，他的意见与韦

慕庭的"结论"截然相反。

① 韦慕庭<<孙中山联俄的动机、方法和我ìJ!I>> .载于《中华民国革命大厦!句

缔造者和代表者>慕尼黑一维也纳1982年版。

② 同上，第260页。

③ 同上，第275页。

④ 同上，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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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曼着重指出孙中山在殖民地与附属国团结反帝以及为实

现本国经济发展而利用外资问题的提沾上的先后次序。"在不结

盟运动出现的前几十年，孙中山己要求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各种形

式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行国际联合z 并建议工业犬国采取具体

的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形式帮助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①金

德曼在集体著作的?在 4章"孙文主总一一第三世界混合思想体系

的原型"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论题。

该自其它许多章节的作者都提到孙中山对苏联的态度及苏维

埃国家对待中国和孙中山的政策问题，目的在于将这些问题同当

代巾苏关系联系起来。例如 z 位于科隆的联邦东方和国际研究所

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负责人、本书第16章"孙中山在苏联制定

对中国政第三世界初期政策中的作用"的作者海恩辛格认为，苏

联企图把中国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他断言z 列宁"最初无论是

对中国或是对第二世界都不感兴趣"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略

了这样→个事实，即早在1900年12 日列宁就在《火星》报第 1 期

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战争》的文章，激烈地抨击了八国联军对

义和团起义的镇压。此外，列宁在1907年写的《世界政治中的不

稳定因素》文章、他于1912年 4 月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

表大会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决议和专门论孙中山与 1912-1913

年中国事件的文章，都表明了他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极大

关注。

第17章"处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国。孙中山对国际关系的见

解"作者、特里尔大学副教授奈特宣称z1994年孙中山与苏联结

盟，是他犯的一个"错误"。侬他的说法，孙中山因此违背了自

己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一一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控制中国。奈

特继续写道: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但是很明

① 韦慕庭= ‘孙中山联俄的动机、方法和教训)载于《中华民国革命大厦的

缔造者和代表者) .慕尼黑一维也纳 1982午-版，第72页。

② 网上，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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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苏联功于不受控制的中国同盟者从不惑到满意。;，①作苦强

记l夺理说孙中山主张联日并同美国密切合作，从而断言80年代初
期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与70年代初孙中山选择对外政策目标时的
情况非常相似。

该书第12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与中国南方历届革命政府

(1 917-1923年) "的作者、以色列的中国虫教授史扶邻站在与

韦慕庭的观点最为接近的公开反苏的立场上断言z 孙中山的对苏

方针"不是不可逆转的思想变化。在其它许多他所考虑的战略抉

择中，这不过是一个最终具体化了的战略抉择"。③接下来这位作者

声称z 孙中山甚至在1923年 1 月在土海同苏俄代表越飞会面，井

就所有磋商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 "还继续研究必择其一的方

案"。③如果越飞继续待下去， "孙中山肯定会同中国共产党人

及他们的苏俄主子决裂"。@

美同原先出版史扶邻⑤的著作时，曾在书的护封上附上出版

社一个广告式的声明，声明断言: 6'孙是中国人凭着坚强的毅力

完成从落后状态到现代化的骤然飞跃的观念之父，而且他的关于

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梦想在今天，毛以后的时期正

在实现。"与上述根据重要的、可靠的材料写成的有关孙中山的

书不同，⑥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是编篡而成的。史扶邻从韦氏的

被誉为"客观地研究了孙中山的生涯，特别是他生前最后的活动"

的著作(第273页)中以及美国和国民党学者的著作与学术论文中

取得了很多实际材料。在史扶邻笔下，孙中山是一个完全寄希望

① 韦慕庭(孙中山联饿的动机、方法和数百11> ，载于《中华民国革命大厦的

缔造者和代表者> ，慕尼黑一维也纳1982年版，第306 页。

② 同上，第227页。

③ 同上，第242页。

@ 同上，第243页。

⑤ .!!!.扶邻(孙中山一一难以驾驭的革命者)波士顿一多伦多， 1980年版(读

书的 ~I文，本文随后提供〉。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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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ffi)己的人，但由于美国、日本反英国毫无远见的政策，也才不

门不出于策略和实用主义的考虑接受苏联的帮助。〈第251页〉

史扶邻宣称: "联饿不足孙的最佳选择，他所以对资本主义

列强持这种态度，豆多i也是因为它们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不 i主炮

罗廷的说教的结果。" (第250页〉作者埋怨"美国和英国因始

终坚持以帝国主义面目行事，而没能让孙中山放弃联 i在:， (第

235页〉。依史扶邻之见，苏俄"继承了沙皇帝国主义的衣畔，利用

西方没有远见的政策而占了便宜。不但如此，它还能秉承沙皇的

遗愿2iU主操纵中国的民族主义" (第247页〉。作者企图把孙中山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原则的演讲中的激烈反帝调子和"亲布尔什维

主义语调"，说成是策略手段，并认为这是孙中山想" tt好俄同

人"以及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后者于1924年初在广州水域

集结了 16艘军船〉所作出的反应。(第257页〉根据 11::苦的观点.

孙中山的联共只是迫于莫斯科的王力。(第251页)

史扶邻歪曲苏联的政策，说苏联给孙中山以财政上和军事上

的慷慨援助是想、"收买"他刊第258页)而在作者的叙述中，孙中

山"并没有依俯俄国人……他最重要的决定都与鲍罗廷的战略相

反，他并不考虑共产党人的反对意见" (第?60页〉。最初，史扶

邻采用了庸俗的手段，认为苏联似乎竭尽全力把孙中山变成苏联

政策的驯服工具，而后又力图证明孙中山反对这项政策，没有当

苏联的幸卒，而且"不会与受外国人控制的政党联合" (第 270

页〉。史抉邻重弹韦慕庭的老词，在归纳他的书的内容时写道z

"如果孙中山还布点天才的话，那就是忍受失败的天才……他不

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第269页〉

不过，这样的结论并不妨碍作者仍然赞扬孙中山的为复兴中

国经济而与列强合作的强烈愿望。史扶邻断运"目前事态的发展

证明，孙中山信守不渝的观点中确，自一些是正确的。四方及日

本，特别是后者己开始得到同一个强大的、老现代化)革路的中国

合作的好处。实际上，毛以后的中国正在尝试利用外资建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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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第271页〉作者在书的结尾对当代中国今后对孙中山的

态度进行了推论.他写道: "人民共和国将更加需要把孙中山作
为中国国民运动的顶言者加以颂扬。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他
都被认为是近代唯一的英雄。如果有朝--- 8 他们将能以和平方式

实现统→，那么他们对孙中山的共同纪念定金成为有益的沟通心

灵的桥梁。" (第271页〉

一批论i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书籍，其中包括蒋介石

夫人的反共、反苏的抨击性小册子的问世，①标志着西方研究者

对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具有浓厚的兴趣。

让自汉学家毕昂科和i射弗里埃在《中国主人运动人名求》f.发

表的一个条曰哩，对孙中山的生平和革命活动、他对苏俄的态度

及他的思想体系作了较为客观的砰价。②作者们特别注意孙中山

一生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即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的阶段和与清帝

逊位后在国内夺取政权的"北京的篡位者"一一形形色色军阀作

斗争的阶段。作者们在分析孙中山的思想观点时认为，实用主义

态度是孙中山思想观点的基础，他执着追求的是中国的富强。孙

中山制草了详尽的罔家经济发展计划，其中包括被作者认为是空

想的与圣西门的设想差别不大的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计划。作者写

道:孙中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统一国家，但他认为只有用

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两年，即与苏俄

建立了联盟关系以及苏联政治与军事顾问到达广州之后，孙中

山才得以建立起有威望的政党一一国民党和可靠的军队。作者们

不得不承认列宁主义思想对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尽管他附带说

明，使孙中山感兴趣的首先是"俄国革命成功的事实，而不是成功

的原因.， 0 (第204页〉

① 蒋介石夫人(与米哈伊尔·鲍罗廷的谈话>> ， 1977年台北版。莉季娅·霍

卢布尼苦h <<米哈伊尔·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9年版。雅可布<<鲍罗E王一一-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 ，哈佛大学1981年版.
③ 毕昂科、谢弗里埃合著. (孙中山>> ，载《中国工人运动人名录) ，巴黎，

1985年版〈该书的引文，本文随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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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从韦慕庭的书中汲取了相当多的实际材料，并借用了

美国的孙中山传记作者的某些错误观点。他{f]步韦幕庭的后尘，

称孙中山为"屡经挫折的爱国者" (第209页) ，他们断言，他的

死"留下了一个关于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没有解开的谜" (第

212页〉。受韦慕庭的书的的影响，作者们在文章中用了相当多的

篇幅围绕一个假设的问题进行推论，这个问题就是z 假如孙中山

不足过早谢世，他的联俄、联共方针会是什么发展结果。〈第

213页〉

在对孙中山对外经济观点的研究方面，白吉尔教授代表西方

史学界另一个派别。她执教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和巳黎高

等社会科学学校，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专家。在由广州中

山大学、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及广东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

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白吉尔做了关于孙中山的专题报告①，对

孙中山1920年在上海首次用英文发表的《建国方略)) (读书的部

分章节已于1919年岸成中文，在孙中山拥护者办的机关刊物《建

设》杂志上发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白吉尔认为，孙中山在该书巾远远超越了时代，对经济发展

问题、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即直到本

世纪后半叶才成为主要的政治争论对象的那些问题，采取了革新

的方法。(第 6 页〉白吉尔提请人们注意的孙中山书中的许多论

点〈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合作应以双方互利的原则为基础E 中国需

要的并不是单方面的援助而是合作z 列强的投资将由中国付给相

应的利息 z 中国应从列强那里获得最新的技术和科学s 在中国经

济制度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同时并存s 等等) ，与当今中华人

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提出的要求完全一致。

至于当代中国的孙中山史学研究，其大部分著作的主要论题

① 白吉尔(孙中山与〈建国方略> )。该论文是为中山大学、广东省历史学会

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于 11月 20至26 日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
论会准备的， 1984年版，第24页。自吉尔教授盛情地向本文作者提供了她的学术报
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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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孙中山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的活动，以及在这个先例

的基础上论证两党恢复合作的必要性，以使台湾和大陆尽快实现

统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编辑部发表了一篇

重要文章，标题是《究成祖国统一的历史通路一一纪念中国共产

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60周年》①。文章指出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开创我们党

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而载入虫册。

正如文章的作者所指出的，刚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

起米的中国共产党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

础上，提出了问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结成统-战线的

主张，以及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任务。大会正式通过

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以攻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决议。

1924年 1 月，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发表了著名的宜言。孙中 111 在宣言里提出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三大政策 o

文章指出，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这一来，它同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就很相似。经过改

组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实际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从这时起，国共合作正式开

始了。作者指出: "这种历史局面的出现除由于共产党人的努

力~ J五与孙中山先生的积极合作分不开。"文章接着谈到，在中

国的历史上，国共两党已有过两次合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

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巩固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强大

的革命军队，深入开展和领导了革命群众运动，举行了北伐，从

而使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第二次国共合

作中，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

胜利，并收回了被日本统治边50年之久的台湾。中国革命开始进

G) ‘红旗>> , 1983年第12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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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靳的阶段。

文章提出了"为共竞祖国统一大业.两党开始第三次合作"

的必要性问题，并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为此提出倡议和I

致台湾省当局的公开信。"一部中[时近代史告 i斥我们.帝国主义

是制造中国分裂的乱源。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确认帝国

主义是中国祸乱之根本，只有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 l •I 

『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文章呼吁z 我们每一

个爱国的中国人， "岂可忘i己过去的惨痛教训，轻172 外闰人巧言

令色，延误统一的时间，违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1984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隆重集会，庆祝同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友大会召开60周年。为此，中同史学会发起组织了专

题学术讨论会。老共产党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出席开幕式并

讲了i舌。她号召台湾的国民党活动家以民族利益为重，消除因 iI~

共同党分裂而造成的炎黄子孙的隔绝状态，邓颖超说: "孙中山

先尘生前多次强调 z 中国历来足斗、不司分割的整体， f1斗家统一

是历史发展和人民意向的主流。"①

会上宣布成立孙中山研究学主，该会的任务后发掘、系统整

理和发表 fi关孙中山活动的材料皮其本人的著作。据1985年 1 月

17 日新华社报道z "积极促进在台湾、香港、澳门及侨居国外的

中国人中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团体和个人的学术交流，是学会的任

务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当选为学22 金矢，中国

著名的历虫学家刘大年当选为副会长。

在国民党→大召开60周年之际，中国各报刊友去了大量的文

章和简词。 1984年在北京还出版了由刘大年主编井撰写前言的论

文集，②其中收集了 17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的文章，文章谈及1924 年 1 月由孙中 LU 主持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

Q) 邓额超g ‘两党合作历史回顾)我《北京周报) 1984年 1 月 30 日常27 悉，

第 5-6 期，第23页。

i.~) (纪念国民党"一J\."' 召开60周年论文集) ，北京， 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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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的筹备和进行情况，孙中山、摩仲皑、宋庆龄、李大

钊、毛择东、邓i直达、瞿秋臼和国共两党其他人士的活动，以及

黄埔军校校虫。

刘l大年在论文集的前言中写道: 60年间中国虽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然而国民党一大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并没在

沟时光所淹没。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坚定的革

命民主主义者，与五四运动以后不久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

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实行组织上的、行动纲领上的合作，中国革

命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高潮，由此膨湃i币起。后来历史几经

曲折，以至流血遍地，但事实证明，那次犬会制定的方向，是中

i可能撑起上民族独立，获敌民主和繁荣富强的正确方向"。①

1985年 2 月 1 日， <(人民日报》在《学点革命史有专栏里在

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罔共合作》

的文草，文中指出: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革

命，先后派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寻求同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文章讲述了孙中山间苏俄

反其代表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经过，并详细地介绍了孙中山间中国

共产党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如何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和对三民仨

义作tH新的解释。

据中国报纸报道，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北京近郊召开的学术

讨论会上，都没有涉及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这一问题。中国史学

家们最感兴趣的优然是孙中山晚年实现的国共合作问题。

大家知道， 60年代以前外国出版的许多关于孙中山的传记都

有一种倾向，即很少?是及孙中山的政策中的反帝与民族解放的性

(Î) (纪念国民党" --};:"召开 60周年论文集，北京， 1984年版第 1 页.非常

遗憾， it文;集中的任何 A篇文章都没有谈及孙中山同苏俄合作，以及苏联政治.军事

顾问在国民党"一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作用。只有尚明轩、王学庄的 g廖仲信与第

一次罔共合作> (发表于1982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ff{>上)、马来j英(!，原文译者有

误。一→译者〉的《第→次国共合作和革命军的创建>> (发表于‘中山 i: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上)两篇文章在某些方面涉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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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将他说成是这个或那个〈取决于作者的国籍〉帝国主义大国

的追随者，将他的同苏俄友好和联盟政策以反他的国共两党统一

战线政策视为纯策略性的、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认为他的活动

的历虫意义仅仅在于准备和实行了以反清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并

且认为他在最后一个时期的生活与活动中的反帝与反封建倾向毫

无意义。

资产阶级虫学界这种倾向一直保留到70年代和80 年代的半

期，但对本文所分析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倾向，是学术研究明显

的现实化和政治化，以及与西方国家统治集团对外政治方针的密

切联系，这→切明显表现在西方学者加强对各种与孙中山和苏俄

的关系有关的问题的注意上。对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态度也冗映在

中国史学家身上，他们只注重孙中山三大政治主张中的国共两党

合作主张，特别是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一-1927年〉基

石的国民党"一大"。西欧许多学者感兴趣的还有与孙中山对外

经济观点有关的题目，其中包括他在外国资本参与下发展中同工

业的计划以及在中国监督下对外资实行"开放"的政策。

译自《历史问题~ 1985年第11期

社华译李王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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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4)的捷中关系

伊万娜·巳凯绍挂

捏在;斯洛伐克和中国是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仨们的幅员无

iJ相比，它们的文化遗产也完全不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感

兴趣的唯一可能，是它在欧洲国家中对中国态度所具有的特殊地

位。捷克斯洛伐克获得独立以后，本来有可能成为同中国平等签

订协定的第一个欧洲国家，但它并没有利用这一可能，因为它特

别受到其西欧保护国的影响，不得不追随它们的政策，尽管这对

它并不利。因此，事实上中国对它并不感兴趣。这一米，我们在

研究中国有关两次战争之间中iR对欧洲关系的材料时发现，其中

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极少。

在捷克斯梅伐克获得强立的最初岁月型"它的外交重点是欧

洲。中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概括地说，只限于对它远不了

解但可做买卖的个别出区。在欧洲列强剧中国做买卖的同样条件

下，捷克斯洛伐克也力求向中国惨入。这就是说，在外交上，捷

克斯洛伐克也要求同巾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虽然它并不了解它任

何时候也不可能达到此目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中国国内的政治

怕况。我们从对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以前的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发

现，使中关系被看成是次耍的。所以，捷中关系，无论是在捷鬼

弗fl'品伐克还是在中国，都不曾受到系统的重视和研究。尽管如

此，在们现在正阳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方面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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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i 至少向我们提供 f很好的例子，描绘了两国内外政策的一般
惦记。

研究捷中去系，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非常优越的条件，我
们可以利用非常丰富的档案材料，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外
交部的档案材料，此外还有斯科达工厂、布尔诺武器制造厂等单
位的档案材料。我们己经借助这些材料撰写了1918-1949年的捷
中关系专著，并即将由布拉格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就是根据这
些讨料写成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进一

步加强和加深两国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一) 1931年前的捷中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获得独立以前，它的驻巴黎的政治代表机构捷

直用棉伐克民族委员会于1917年 8 月同法国政府就捷克斯洛伐克、

的军队问题签订了协寇。根据这一协定，捷克斯格伐克在泣国建

立了军队。两个月后，它又问俄国政府签订了类似协定，在该国

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这两支独立的捷克斯陆伐克军队的建立，为捷克斯洛伐克国

家的独立创造了前提。这一点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代表和北京的

中罔政府之间建立初步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布列斯特和约签

订后，在陆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调到拉国，为此，捷克斯梅

伐克民族委员会驻莫斯科代表和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 3 月 26 日签

订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从俄国西部调到俄国东部海参域的协

主。山于军队到达海参崩要经!扫西伯利亚大铁道，而铁道的一段

在:中国境内，所以捷克斯格伐克驻巳黎的政治代表需要同中国的

北京政府Hìt此问题，并取得对方的同意。 1918年 9 月 11 日，才已

求政府照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巴黎的民族委员会，宣布承认捷克斯

协伐克在俄国的军团是独立国家的军团，并同意该军团经由中国

去海参战。这J文件是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关系的第一个文

• 183' 



件。在个文件之所以重梨，正因;但也足在捷克斯陆伐克获15 独立

之前公布的。

1918年来，当时的捷克斯泊伐克国防部长M • L .什特沾尼

克到远远东，访问了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城市，并委派了捷克斯

洛伐克政府驻其中五个最大的城市的特派员，而驻哈尔法特服员

的重要使命是z 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北京政府的联系。他在

返回欧洲途中曾在上海停留，并任命了另一位驻华特派员。据说

这个特派员是长期驻上海的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商人，他的重要任

务足为捷克斯洛伐克从欧洲运遣军团来华的船只所顺便带来的实

本国的商品，寻求市场。这样，驻哈尔挠和七海的这两位特报员

可以i且是捷中两国外交关系的奠基人。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主，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达到

了豆高的水平。两国代表团都怀着巨大的希望来到了巴黎。捷克

斯洛伐克代表团相信，巴黎和会将承认捷克斯陆伐克的独立z 中

同代表团也将相信，它的同盟者将对它参加反对轴心国战争作出

L'F-价，并承认中国是他们的完全平等的伙伴。中国对中欧两个小

民族斗争取实现自决的斗争表后理解，并通过1919年 6 月 4 日和

16 日两个照金确认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主权国家。①

很可惜，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没有对中国表示出相同的

理解。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建议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缔结

不带外交特权和最高贸易优惠等附加条件的完全平等的贸易和友

好条约。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三位外交代表(包括新建立的捷克斯陆伐

克政府驻中国北京的代表机构〉也都提醒自己的政府z 中国的民

族解放运动加强了，它不允许它的国家同任何一罔缔结不尊噎中

阔主权完整和独立的条约。

从20世纪初起，捷克斯梅伐克所有驻华代表就已经看到:'1j

涓合北京的说乱局面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不会起决定作用，而起决在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文件档案，第 s 册，布拉格， 1934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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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的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或迟或早终将导致中国内政

生活的正常化，促使中国在世界取得它所应当拥有的平等权利。

他们相信，欢迎这一运动的每一个国家都将在中国获得它应有的

位置。除了外部特征，内部特征也告诉我们，建立捷中联盟是完

全可能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时驻北京代表M. 赫斯在发

往布拉格的一个报告中写道 z "中国人不是根据怯律的字母顺

序， lfri是根据感情行事的民族。"①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了豆好地同敌人……作长期斗争，从许

多对立因素中选择了自己的文明，从而使它形成了得到中国人好

评的温和而有感情的性格，因为他们痛恨那些没有感情的人，痛

恨那些只喜政根据法律字母顺序井按其精神思考问题的人。因

此，捷克格斯伐克能够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订不包含中世纪特权

条约的国家。我iz:信，如果捷克斯陆伐克政府这样做了，将来就

不会感到遗憾。中国人的性格是内冉的，他们非埠热爱正义和真

踵，然而i大部分欧洲人不了解这一点，也不想了解这一点。现在

捷克军团经过长期的悲观失望之后，就是通过中国回国的，这对

我们两国关系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但 f我们相互之间的

IIiJ俏，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泣律基础。

很遗憾，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了解这一点。它驻巳黎

的代表团也不管他们这几个人的意见，而且出席巳黎和余的捷克

斯底伐克代表团应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在每一次解决国际政治

问题时，都必须得到它的西欧保护者特别是战国的同意，我们清

楚，这就足沾国所以要坚持维护同中目的不平等条约的原因。在

!, íj /1;囚的磋由.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坚持要求确保它的公民在中

l到的特悦和捷克斯洛伐克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优惠条件。所以在巳

黎近行的捷克斯梅伐克一中国条约的谈判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中国友好和贸易条约的谈判便从巴

黎移到了东京，因为当时捷克斯陆伐克在东京的使馆是捷克斯洛

n\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政治报告) ，哈尔槟， 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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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驻哈尔法、 七海和北点三代表的上级。在东京的谈判结续到

1924年后，后又把谈判从东京移到了北京。因此，同北京政府的

谈判断断续续进行到1928年，而且没 {f取件什么结果。同一年，

捷克斯洛伐克义问南京政府开始了谈判。

这时，中国国内情况变化很大，其中成就之」泣恢复了中间

的海关自治权，一个逐步取消外交特权的过程便从此开始了。正

是在这个基础 i二才形成了自吁能签订捷电斯陆伐克一中国友好

和贸易协定的条件。经过11年特别困难而复杂的谈判之后，捷卑

斯 J各伐克一中国贸易友好条约便于1930 年 2 月 12 日 F午 9 时 15分

在 t海签订。①

现古:‘我们清楚地看到， 20年代的捷克斯战伐克政府 fili 中

闲谈判签汀条约时犯了很大的错误，既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攻

抬利益，也损害了它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我们从中国对德国的态

度中吁以最好不洼地看出来。因均在1917年中国参加反对轴心目

战争后，德骂失掉了它在中国的外交和实'已特快。 1921年德骂和

中 i司签订了新的条约， 7-主是中国同欧洲3家签订的第一个平丁字条

约。这样，德军i就在中国得到了巨大的政治好处，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 !Ii ，它~-~直可以利用退一点。虽然，德国在中国的居

民没~特权，但是中!可当局对他们的态度比对其它国家在平居民 -

沟好。德国的商品在中国虽然没有海关优惠，但是，它得到了绿 噩

色的通道。直到1938年，捷克斯战伐克的工业在中国遇到了建国

的竞争，所以捷中关系的水平比司能达到的水平要低。

(二 )1931-1937年的捷中关系

捷中关系在1931-1937年反映了欧洲和远东的复杂形势，这

种形势是德!])和日本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进行扩张的结果a 在

这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捷克斯梅伐克和中国的命运是相似的，国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N. 845 号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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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iìl都是野蛮势力进攻的第一个牺牲者，而它们又都没有放弃

自己的斗争。对占领者的仇恨提高了我们民族的道德价值，并帮

助他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了漫长和英勇的斗争。我们两国对最大

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也是相类似的，尤其突出的是我们对英国

的关系，我们两个国家都成了英国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我们两国的关系只限于经济方面F 在战争进行的过

程中，两国关系又发展到了政治方面。 1945年后特别是在1949年

后，尤其是如此。基于上面提到的所有种种原因，因此，有必要

很好了解一下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让我们更好地把建设我们当

代关系的基础具体化吧。

条约于1930年 2 月签字后，原古的三个代表取消了，但接着

又建芷了下列四个新的代表机构z

1.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公使馆

远个公使馆原先准备搬到首都南京去的，但由于捷克斯洛伐

克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超过 f政治利益，公使馆在上海一直保留到

1939年。

罗贝尔特·费歇尔是第一位捷克斯陆伐克驻华公使，他到达

中国之前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君士坦丁堡领事， 1937年离开中国到

达安卡拉，出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建公使。

2. 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领事馆

捷克斯洛伐克除在上海设有公使馆外，还设有领事馆。捷克

斯洛伐克驻k海领事馆的第一位领事叫奥古斯特·拉法尔。这个

领事馆在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公使馆决定留沪不迂南京后便撒

捎了。

3. 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

在哈尔法和中国东北的其它城市有较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

• 187. 



民，他们大都是原先捷克斯洛伐克在饿国军团的军人，这些军人

后来在东北找到了职业。代表他们利益的是捷克斯济伐克驻哈尔

滨代表。但是， 1925年因为财政原因，代表取消了。然而，后来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直接损害

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也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所以，根据1930年的条约，新的领事馆取

代了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驻哈尔滨的代表。捷克斯洛伐克驻

哈尔族领事在1931-1939年为鲁道夫·海伊涅。他有丰富的经验和

很强的工作能力，在哈尔滨有许多熟人，由于这个情况，使他有

可能了解当时哈尔滨的情况和日本占领东北后的幕后情况。他给

布拉格提供的政治报告现仍保存在布拉格外交部的档案馆里，是

非常有价恒的证据，它清楚地说明了捷克斯陆伐克和东北当时的

关系一一捷克斯洛伐克和满洲1I司的关系，并且向我们明确介绍了

满洲国复杂而全面的情况。

4. 中华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代办处代办名nU梁龙， 1936年代

办处升格为公使馆。 1939年 8 月，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

领，公使馆取消，三年前随着代办处升格而升为公使的梁龙离开

布拉格前往布加勒斯特。

(三)日本侵占东北以后捷克斯洛伐克

和中国东北的关系

捷克斯陆伐克和中国互感兴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

开始的。

中国政府通过国联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东北发垦的一切。捷

克斯洛伐克外长爱德华·贝奈斯是欧洲最积极的外交家之一。捷

克斯洛伐克外交和捷克斯洛伐克舆论一致支持中国，语责国联在

讨论中国问题时所持的消极态度。捷克斯的伐克驻国联代表说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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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联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大国的 í-l;:去只顾自己的内部斗争

(1 931年10月) ，国联理事会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不是错误吗?

如果那时国联理事会声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这件事是个例外

的情况，和国联没在关系，是不是好一些呢?现在看得很清楚，

日本人在国联的活动显示了他们的能干，……任务安排得很好·

……不管怎样，日本的军队占领东北和日本人把中国置于既世事

实之前，他们没有停止自己的外交活动，日本很清楚运用什么样

的手段最有效。"①

捷克斯 it.-伐克驻南联代去很好地意识到，日本的外交所提出

的论据是古力的:

第一， 1927年，广东的国民苹命军到达上海，西方

列强感到，它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它们把自己

的军队汲到长江流域，这支军队比日本派到中国东北的

军队要多得多，国联对此没有干预，均什么现在要进行

干预?

第二，日本力求阻挠所有国际条约的更改，中国只

为求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现在日本捍卫这些国际条

约，不仅待合它的利益，也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

此外，日尔的外交还使用了贿赂的方法。捷克斯洛伐克驻国

联代表说"日本打开了它的秘密基金，我们都清楚，法国的新

闻记者是很容易接受贿赂的，日本的方法是很有效的。"②

国联派遣了特别调查团来到中国东北，使命是详尽考祟中国

东北的情况。研究这些问题的材料常常提到:这个调查团不可能

是很客观的，捷克斯 i~'~i-伐克驻远东外交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点。捷

克斯洛伐克驻东京公使在寄往布拉格的政治报告中非常有意思地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 11 ， 8问号盒， 1931 年 11 月 30 日。

③ 同上。

'…问粤叫 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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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这个调查团在东京的活动。他说z "日本外交部为调查团

安排了特别好的活动，他们一块去离东京很近的一个地方打野鸭

子……调查团感到特别满意，因为日本特别友好地接待了他们。

调查团团长李顿公爵在海军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表示了他特别摘

意的心情。如果舆论可以听他的话，调查团的声誉就将受到损

害，法国将军克劳德尔歌颂法、日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作沾与李

顿公爵是一样的。"①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的报告也证明了

调查团的无能和片面性。他说z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调查团到

达哈尔踪之前，没有意识到这里的情况是多么复杂一一中国问题、

满洲国对中国的关系、日本的对华关系、日本的对苏关系、苏联

的对华关系、苏联的对日关系、满洲国问题，所有这·切构成了

调查团所不能了解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调查团离开哈尔法时感到

应该做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②

驻哈尔攘的捷克斯洛伐克领事海伊涅能够在哈尔滨建立个人

的联系网，其中包括具有最高地位的人。他说: "有些人给我看

了调查团成员同满洲国官员的谈话记录，并要求我对此绝对保

密，因为记录所提供的情况告诉我们，调查团在满洲国是怎样证

行谈判的。我把这些谈话记录给复印了，但不能出版，因为我要

保密。"海伊涅寄到布拉格的报告提到了调查团同满洲国总理大

臣、财政部长、工业部长、外交部长、政府在总书长日本人驹井以

及桥本将军的谈话。现在，我来举几个例-子E

调查团团员询问满洲国总理大臣，他的政府是怎样组成的。

总理大臣回答说z 他不知道，因为，那时他不在满洲，他和溥仪

A 起住在夭津和太远。 1932年 2 月，由摘洲国各阶层组成的代

表团到大连让搏仪接受摘洲国的最高职务，这个代表团的团员是

由谁选举的，他都不知道。财政部伏的回答也是如此，该财政部

长是张学良将军的总参谋长，他说满洲国是根据人民的意志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 ‘政治报告) ，东京1932 年 3 fi 9 日。

② 捷克斯格伐克外交档案馆<<政治报告> ，哈尔i卖， 1932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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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诞生的，捕洲国人民的代表在沈阳集会井提出了建立摘洲国

的要求。调查团团长问地，这些代表是受谁的委托，部长回答不

知道。调查团llX:员向外交部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外交部长回答

说z 他的政府对调查团没有什么义务，他没有必要回答他们的问

题，并且声明 z 摘洲过去都是完全独立的，中国是它的殖民地。①

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是使东北成为自治领，由中、日 _A起共同

统治。这就是说，在形式上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实际上东北仍

由日本控制。海伊涅领事认为，这是乌托邦，实际上这是中国和，

日本都不能同意的。他说z "如果调查团得出结论 z ‘九 J八事

变'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它应明确指出日本是侵略者……如果日

本在关东有自己的军队，调查团建议的非军国主义化就是不能实

现的。"②

1932年 8 月，布了 H论中国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国联召

开了特别大会。这茬，次特别重要的大会，它在国联历史上是

第二次，也是第→次讨论战争与和平的大会。从讨论中可以清楚

地看出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别。日本的扩张主义威胁着中国的存

在和中国的国家主权，;去西斯德国的扩张主义威胁着所有欧洲小

国的存在。这时，大国还没有感到法西斯的威胁。大国竭力以提

害其它国家利益的妥协办法来满足注目斯大国的要求。但是，各

个小国已经意识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中国的存在→样受到威胁。

像欧洲各个小国受到战国斯大闷强权政治的威胁一样，中国现在

也感受到日本强权政治的威胁。国联的威望和大国的支持，是唯

一对欧洲各小国的保护。如果现在国联对中国漠不关心，那么就

将制造一个先例-一将来对欧洲各个小国也会漠不关心。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捷克斯洛伐克是特别积极的，捷克斯洛

伐克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更是如此，他在国联提出了几个决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 <<政治报告> Il, 469'亏盒，鲁道夫·海伊程"

1932年 5 月 21 日.

②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 ‘政治报告)上海. 1932年 10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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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草案。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持这种态度，对国联最后迪在如下决

议，即"必须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不承认满洲因为独主同"，

无疑起了促进作用。虽然国联的态度未能迫使日本离开中同东

北，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道义上的支持，对捷中关系来说，捷克

斯洛伐克在国联所持的积极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爱德华·

贝奈斯于1932年12 月 6 日在国联所作的发言，对中国来说无疑 j止

一种最有力的辩护。正因 )(J如此，爱德华·贝奈斯的发言在日本

引起了反捷克斯陆伐克的歇斯底里，日本驻布拉格代办在访问捷

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时说: "爱德华·贝奈斯的发言直接引起了日

本舆论的惊愕，爱德华·贝奈斯博士好像成了原告。如果爱德华

·贝奈斯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关系将受到

损害，因此，我提出一个问题，部长先生的看法能否缓和 J

点。"①

相反，在中国，爱德华·贝奈斯的发言县然不尽妥当， {且

还是引起了特别热情的反应。由于这个发言，捷克斯市伐克从此

在中国成了众所周知的国家。直到1949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每次见面时，都一再提到这个发言。

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爱德华·贝奈斯为什么如此为中国辩

护?说实在的，我们应该承认，最重要的-个原因不是出于保

护中国的命运，而是担心自己国家的未来。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

国民议会上说"我不想介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争论……日本的

人口密度……因此，它在东北的扩张，我们并不奇怪......我们不

能同意中国所使用的手段一一单方面不遵守条约，在经济上进行

抵制，进而爆发了规模特别大的排外运动。它的内部的非组织化

和不断的内战，我们并不同情。"但他认为，中国主权受到损

害，中日之间的冲突，这都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危险在于 "6500

万日本人、北美、苏俄和英帝国的利益在东北发生了冲突。……我

们并不担心中国和日本的争论，我们担心的是，这将成为欧洲可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 n ， 865号盒， 1932年 12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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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JJ~1 ~人利用的先例。因为在欧洲也将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一

个邻居和其它邻居以军事占领的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所以国联在这里的最重要任务是，不允许再发生类似事件。现在，

我们看到国联萌缺乏的是什么，将来它的权力应当得到扩大。"①

爱德平·贝奈斯虽然谴责了日本佼略，但他并没商承认中国

所拥言的完全的自主权。五年以后，正是捷克斯泊伐克的悲惨经

验告诉我们的，强国、大闷在权决寇弱国、小国的命运。爱德

华·贝奈斯认为，军闰 EJ义化了的国家首先是德同和日本，如果

它们(y力量，也就有了权利使萄小国家和民族屈从于自己的控

制。大固和小国对侵略的看沾上的分歧是1932-1933年国联讨论

中国问题时第一次在生的，这对侵略持妥协态度的人是→个警

告。但是，很遗憾，→些负:白[责任的政治家并没古重视这一

警告。

国联计论中国问题的扩式与中国当时国内的形势有关。困为

中国政府本身和国民党的将领们对日本侵略所持的态度都有影

响。例如，热河省省长扬五麟将军正是在1933年 2 月，即国联召

开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期间出去了自己的祖国，在日本人面前， . 

离开承德逃跑了，并把不久前在布尔诺购买的大量武器留给了日

本人，因为他和张学良-样是布尔诺武器厂最大的武器汀购者之

一。这种做法也影响了捷克斯掐伐克λ民对中国的看法。②

i三样就涉及到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关系的另一个问题一一贸

易联系，其中向中国出口武器是贸易的·个主要方面。

(四)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贸易往来

捷克斯恪伐克工业在对华贸易中具有传统的影响。 1918 年

后，捷克斯洛伐克接收了奥匈帝国对华贸易额的 8/4 。由于中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姐， 10号盒。

③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s ‘政治报告) ，上海， 1933年 a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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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统计是根据港口发运量进行的，加上捷中之间没有贸易协

寇，因此，关税不是有协定国家的 5 %.而是高达20%。捷克

斯洛伐克为了减税而不想让中国知道它的出口商品数，所以我们

不清楚20至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华贸易额。可以说，捷克斯

洛伐克的实际对华贸易数字比统计的要高，但可能低于实际出口

额。捷克斯洛伐克在上海的出口研究所出版的统计年鉴说，在捷

克斯恪伐克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前二年， 9111929年，它对中国的

血口值为8227.9万克朗。

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首先是比尔森的斯科达工厂。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该工厂同中罔的贸易规模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向中国东

才t所提供的铁路设备。 1927年因战争而中断的贸易恢复了。因为

在这一年，中国政府要在上海闸北建设中国当代规模最大的发电

厂，并为此宣布招标。虽然国际上对此竞争非常激烈，但比尔森

的斯科达工厂中标了。

2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同中国顺利进行贸易的第二个公司

是布尔诺的武器制造厂，它向中国所有各派敌对势力提供了轻武

器。 20年代最大的武器买主是张作霖。在贸易协定签订后，捷克

斯洛伐克和中国的贸易联系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发

展，因为在1931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华贸易主要集中在满

洲。但是，日本人侵占满洲后接收了对各种官僚支付的限制措施。

根据这些措施，日本公司得到了最大的优惠，欧洲的公司实际上被

排除在竞争之外。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满洲的出口，在1931年后

大大降低了，这是第一个理由。

另一个理由是，整个世界市场的形势发生 f变化。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结束了，新的经济危机又慢慢开始了。捷克

斯洛伐克没有利用经济复兴的好时机，因为它怕直接同中国进行

贸易有风险，而是通过同中国贸易有经验的外国公司进行贸易。

现在看来，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是错误的，外国有经验的公司逐

渐丧失了充当中间人的兴趣，而捷克斯洛伐克对华贸易没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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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感到束手无策。

193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华出口降低到5110.00万克朗，到

1935年提高到8250.00万克朗。捷克洛斯伐克从中国的进口， 193~

年为4320.00万克朗， 1935年为2910.00万克朗。①

斯科达工厂丧失了在满洲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因此开始在中

l过南方寻找贸易市场。该厂在沈阳的办事处且被日本人关闭，但、

义分别在天津和广州各设立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在上海设立了两

个新的办事处(办公室〉。它们同广东方面的贸易进行得很好，

广东政府从斯科达工厂购买了四个糖厂、三个发电厂、一个酿酒

厂、一个人造肥料厂，以及其它一些设备。斯科远工厂在南京政

府所控制的地区建了三个发电厂，并向南京政府提供了火车头和

其它铁路设备。斯科边工厂同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30年来的贸易

发展得非常顺利，弥补了在满洲失去的贸易机会。到1937年，对

华贸易达到了新的预峰，为数达6800.00万克朗。③

此外，斯科达工厂还向中国供应武器。有关资料提到， 30年代

斯科达工厂是向中国供应重武器的最大供应者之一。此话且不完

全切合实际，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似乎是有

道理的。实际上，斯科达工厂在中国进行武器贸易是很不成功

的，尽管它们为此而倾注了全力，在上海设立了两个办事处，专

门负责向中国出售武器事宜，并不惜使用包括贿赂在内的一切办

法，这在布尔诸武器制造厂和比尔森的斯科达工厂都可以找到证

明。接受这些贿赂的重要人物中有孔祥熙部长。

斯科达工厂失败的原因z

首先是德国的竞争，因为德国的地位比捷克斯洛伐克优越，

后击是欧洲第一个问中国签订平等友好和贸易条约的国家，而国

民党军队中又有许多德国的军事顾问，蒋介召将军对这些顾问非

① 这些数字出自捷觅斯洛伐fL在上海的出口研究所创办的杂志(Ex l' ort Jour
naj for the Far East>> (没有注明年代〉。

② 斯科达工厂档案一一统计年鉴. 1930 -1937年 • W，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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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信任，所以德国高度垄断的军事工业通过德国在中国的军事顾

问同中国进行武器贸易，是斯科边工厂所无法竞争的。但是，出

于宣传的需要，它还不得不向世界保密。正因为如此，斯科达工

厂对外电的报导没有辟谣。在新闻和各种文献资料中，我们都可

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如今，一些政治家、历史学家都相信这些消

息是真实的。但是，研究斯科达工厂和布尔诺武器制造厂的档案

材料，我们可以据此严肃声明z "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供

应了大量的轻武器，但没有供应重武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宋子文外交部长和爱德华

.贝奈斯外交部长于1933年在伦敦的谈判以皮爱德华·贝奈斯在

国联讨论中国问题时支持中国以后I .宋子文为了表示他的谢意，

曾向爱德华·贝奈斯建议，让捷克斯陆伐克的工业公司向中国供

应价值1.5000亿法朗的商品。根据这一建议，捷克斯陆伐克政府

将向感兴趣的公司提供信贷。后来，所有这些公司，特别是斯科

达工r:便组成了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向中国供应商品的问题。

斯科边工厂供应的重武器成了供应清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

宋子文的建议并没有实现~ 1937年 7 月，捷克斯洛伐克驻 k海公

使馆向布拉格报告说: "宋部长从欧洲回国后就已得知，蒋介币

已使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每月要亏空1000万墨西哥元，所ff财

政完全被用于对付共产党人了……宋部长为了表示他的不满而辞

了部挺的职务。"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公使馆和接替宋子文的孔

祥熙使谈判继续进行，并指出: "斯科达的商品，其技术水平是

令人满意的，支付条件也是非常合适的，因而孔部长允诺……但

是，要使其实现，还要依赖于司令部、财政部和武器主管部门的

协调一致，为此，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得到他们的默认。"①

"孔祥熙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常受情绪的支配……孔告

诉我，蒋介石把每→份有关武器的材料供应的文件提供给他的德

问顾问，因为蒋介石对他们无限信任……我很明白，我们没有理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档案馆<<政治报告'上海. 1934年 7 月 6 日。

• 196 • 



Fll乐观。"③

根据先前同孔部长所达成的协议，斯科边工厂于1935年夏直

接给蒋介石写信，建议向国民党军队供应适宜于山地作战的轻炮

和保护海岸安全的重炮。蒋介石回答，即所谓蒋军的决议，说z

"……如果价格合适‘而质量优秀……我们不全轻视斯科这

工厂。"②

从表面上看，这个决议是很庄严的，但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

放力。

几年后，斯科达工厂驻华代表说，国民党军队的专家承认，

他们没有购克捷买斯洛伐克制造的适宜于山地作战的轻炮是个错

误，因为"蒋介石意识到，他反对共产党之所以失败，没有购买

捷的山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③

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在向中国供应武器方面的经验要比斯科达

工厂多，因为它制造的轻武器在中国没有遇到竞争者。

直到 1931年前，布尔诺武器制造厂首先向东北建立了贸易关

系。 1927年，张作霖的代表曾经访问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当时，

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当局害怕这些代表是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代表，

因而没有立即问他们联系。但当他们得知这些代表是从浩回来~l"

捷克斯洛伐克的，他们用的钱又是日本给的，在这种情况下，捷

克斯洛伐克政府便同意武器厂和他们建立关系。

武器厂和中国联系的第二条渠道是该厂驻北京代表和沈阳政

府外交部吴副部长的关系。张作霖去世后，吴副部长跑到欧洲，

住在拉国，并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和斯科达工

厂， 1934年回国后和这些工厂的驻华代表们建立了联系，那时，

他是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1928年，吴又成了武器厂

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中间人，武器厂卖给中国的武器价值达6000万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档案馆 4政治报告>> • N. 480号盒. 1934年12月 12 日.

② 斯科达工厂档案一一统计年鉴. 1930-1937年，第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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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朗，这要归功于他。③

武器厂开始向中国供应武器时，中国的国内形势是不明朗

的。蒋介石摄变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清

楚。张作霖在离开北京前曾向布尔诺武器厂订购武器。因此，根

据出口的利益，必须尽可能保密，布尔诺武器制造厂的管理委员

会的谈判纪录证明，每一次往中国运送武器都是一种冒险，因此

不是每 4次结局都是幸运的。报纸上忖论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布

拉格号"船的事，它于1927年末离开了欧洲大陆，把布尔诺的武

器运到中国。它离开欧洲时悬挂德国国旗，到印度洋后就换成了

捷克斯洛伐克国捷。船到马尼拉时，国民党政府就已得知z "布

拉格号"船在给张作霖运送武器，因此竭力想得到这批武器，为

此对船员进行贿赂，但没有成功。后"布拉格号"从马尼拉开往

秦皇岛时，曾有一艘日本巡洋舰护送，这样，从布尔诺运出的武

器才安全地运到了秦皇岛。张作霖本人参加了这些武器的卸运王

作。武器厂的代表证明，张作霖对捷克产武器的质量表示了由衷

:的饮佩，因此当即提出了更多的订单。

除张作霖外，还有其他北洋军伐，如黑龙江的万幅麟、热河

:的汤玉麟。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也非常欣赏布尔诺武器制造厂生

产的武器。 1930年，该厂送给他一架教练机和另一件礼物-一用

铭料特航的自动步枪，这引起了张学良极大的兴趣，并随即又订

购了100支，作为他自己送给部下的礼物。②

当张学良力求同蒋介石和解时，便于1930年 8 月运给蒋介石

10箱 (60支〉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制造的机关枪作为礼物。这个礼

物对于日后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同中国的武器贸易具有决寇性的意

义。因为当蒋介石得知"布拉格号"是捷克船时，本准备要对布

尔诺武器制造厂进行经济制裁，但当他得到张学良赠送的这批礼

物后，自己也向该厂订购了更多的轻武器，首先是机关抢。所以，

① 军事虫档案馆，国防部. II. 1929年 6 月 15 日。
② 布尔诺武黯制造厂档案惊109号档案. 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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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对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1'D解起了重要的作用。

下列的统计数字证明丁中国市场对布尔诺武器制造厂的重要

性: 1927. 7 . 1 一1928. 6 • 30期间，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向国外出

口的武器价f直达8500万克朗，其中仅向中国出口的就达 6200 万

克朗。①

布尔诸武器制造厂同中国的贸易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

中国人是讲信用的，制造厂从中可获利20% 。②

1931年，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又增加了广东

的南方中国政府。尽管南京政府不允许外国公司凭护照(实际上是

进口许可证〉向广东政府供应武器，f!i实际土，制造厂在向厂东

政府供应武器时根本不管南京政府是否同意。为了这一目的，布

尔诸武器制造厂和在柏林的广东政府代表建在了秘密的联系，并

通过德国在汉堡的公司向广东运迭。 30年代初，斯科达工厂也想

利用这些关系。但由于德罔的竞争，它始4终不曾达到自己的

日的。

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向张学良供应武器直到1932年，最后-次

从布尔诺给张学良运送武器是通过蒙古的骆驼商队进行的。③

在丧失满洲市场之后，布尔诺武器厂向中国供应的武器价

惶，除了 1937年外，任何时候都未曾达到1930年的水平。 1936年

末，国民党政府决定建主自己的年产6 ， 000支机枪的机枪制造厂，

并要求布尔诺武器制造厂提供技术合作。这个厂建在广东至武汉

的铁路线上，这 A来它就可以使自己的部队统→用布尔诺型的机

枪装备起来。布尔诺武器制造厂同意把听有生产Zb一26 轻机枪

的技术资料提供给中国。④与此同时，该制造厂的领导报了一位

技术专家到中国，帮助中方进行王厂设计工作。但当南京政府决

定建立这个机枪工厂时，日本人在该厂开始兴建之前便发动了对

① 布尔诸武器制造厂档案馆109号档案. 1930 年。

② 布尔诸武器制造厂档案馆109号档案. 1927年。

③ 布尔诺武器制造厂档案馆(厂执委会会议记录) • 1932年 1 月 9 日。
④ 布尔诺武器制造厂档案馆1467 、 619/47 ， 1937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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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进攻，连厂址也占领了。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所宣布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复兴纲领吸

引了全世界出口商对中国的注意3 为了确保参加中国工业化纲领

的实施工作，有的出口商愿意向中 i司提供长期贷款，尽管利息极

其有限，又没有可靠的保证，他们也不在乎。但像捷克斯洛伐

克这样的小国是根本无沾这样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司在中国市

场上的地位越来越复杂， 1936年，斯科达王厂想通过它在中国的

代表寻找规模更大的向中国供应商品的财政基础。但是， "我们

的谈判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我们无怯同意中闰所提出的

条件"。①

1937年 5 月，孔祥熙部长到欧洲参加英国王后的加冕典礼，

在此停留了 2 个月，并同英、法、 f可以及瑞士政府时论了新的信

贷问题。他同时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同爱德华·贝奈斯总统在

总统别墅里进行了谈判，并同斯科达工「签订了新的协定。根据

这一协定，中因将得到1000万英镑的信贷，并于1938-1957年用

这笔信贷支付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铁路设备、飞机、机械设备、

采煤设备、钢铁厂设备，以及"斯科达王厂生产的其它商品"即

武器的款项。②

日本驻布拉格公使对此表示了抗议，并对斯科达王厂提出了

下述条件z 在中日冲突结束之前，上述信贷不能兑现。捷克斯洛伐

克政府对日尔的举动感到吃惊。由于条件限制， 1937年的信贷没

有兑现3

〈五)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和捷克

斯洛伐克对满洲国的外交承认

1931年 9 月 12 日，在日本占领满洲之前不足一星期，捷克斯

① 斯科达工厂档案馆: (中国的一般状况， , 1937年。
② 斯科达工厂档案馆(孔祥熙部长与斯科达工厂厂长签订的协定， ， 1931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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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便开始了白己的活动。领事馆原来的任务

是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公司在东北的外贸利益，并捍卫在东北的比

较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利益。鲁道夫·海伊涅领事以忘我的

精神完成了这些任务。但是，他的最主要成就在于z 他成了日本

关东军在搞洲轻而易举取得成就，并使由不负责的、目光短浅的

分子控制的日本军事机器开始运转的见证人。他证明这些分子是

如何以恐怖手段对待自己的军队和民族的，井使本国人民和远东

各国人民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的。

海伊涅领事从他在满洲国的许多负有责任的熟人那里得到了

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由此可以了解到满洲国外交的幕后情况。他

寄到布拉格的报告是宝贵的和较有价值的，这些材料有助于研究

满洲国的情况，也有助于研究日本侵略者的心理状态。

1932年 8 月 15 日，布拉格外交部收到了满洲罔外交部总长谢

介石签发的电报，他向布拉格外交部通报有关新的满洲国国家的

成立情况，并介绍了该国的内外政策。电报称z 我国政府希望

"贵国政府提理解或立满洲国国家的意义，并同它建立正式的

关系"。①

捷克斯洛伐觅政府认为z 承认不承认满洲国的问题，首先是

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协定的理家的问题，它们如何看待这个问

题，我;门也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 ...捷克斯洛伐克和它们一样

决定不承认满洲国，并 i司它们一样对满洲国的来电不?答复.

上面提到的电报，包括一个义务，即满洲国政府接受了中华

民国的法律义务。这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意味着满洲国政府接受

了1920年捷一中友好贸易协寇的战律义务。因此，且然捷克斯洛

伐克不承认满洲国，但?南洲国同意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院领事馆

继续开展王作。这样，捷驻哈尔法领事馆直到1939年 8 月→直顺

利地继续它在哈尔滨的活动。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的地位与他国

驻哈尔民领事馆的地位完全相同。日 4二人之所以同意吉祥做，是

③ 外交部档案馆. II. 469号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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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这些旧领事馆继续工作，那么在将来西方

国家承认满洲国后，就很容易使这些领事馆变成大使馆。在1936-

1938年，承认满洲国的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日本人的看法是有

道理的。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正在欧洲和远东形成的怯西斯主义的联

系，我们本能不指出，日本人之所以试图利用捷克斯格伐克的拉

西斯主义者，那是因为它要为在远东的侵略作准备。

捷克斯洛伐克的站西斯主义者、冒险分子鲁道夫·盖边，本

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俄国兵团的→位将军，他曾同白俄军队串通一

起反对红军。所以白俄的流亡者并没有忘记!也。日本占领东北

后，他们需要利用白俄流亡者进攻苏联，但为此必须寻找→位有

才干的军事领袖，因此，他们想到了鲁道夫·盖边，井通过住在

北京的白俄将军霍尔瓦特邀请鲁道夫·盖达到东北。这样，鲁道

夫·盖达同意并接受了白俄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的职

务。然而j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利用白俄武装力量的计划没有实现。

他们两人之间的通讯，现在还保存在布拉格外交部档案馆。这个

材料成了了解拉西斯冒险分子思维的探测器。为了我们和下一

代，我们必须提醒，任何时候也不能给鲁道夫·盖达和霍尔瓦特

之流的冒险分子以决定民族命运的任何权力。①

~_J938年末，日本开始恳求捷克斯恪伐克给于满洲国以外交承

认。}J!}肘，鲁道夫·海伊涅领事说: "我有 4个问题，这就是日

本把我看成一个非官方人物了。"③

鲁道夫·海伊涅领事说z 在目前情况下，捷克斯梅伐克政府

必须作出决定:或者撤消领事馆，或者在外交上承认满洲国。与

此相联系，满洲国政府的建议，即承认可以秘密地、不事声张地

进行是有趣的。

① 见本文作者于 1987年 9 月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五次蒙古学讨论会上所作的

报告。

② 布拉格外交部档案馆. 1. 53号'盒. 1938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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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在慕尼黑:1:1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所有捷克斯的伐克

人都感到愤菇。在这种气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顾大国的看

泣，作出了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决定，并向捷驻东京公使 F达了命

令，让他着手|司摘洲国公使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对捕洲罔的外交承

认l与题。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作出这 4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多年来捷克斯拮伐克和摘洲国的外贸水平一直很低，但现在

又重新开始发展了，特别是它自己几乎被所有国家出卖了，现在

它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再顾及其它国家了。

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驻东京公使执行他的政府的命令之

前，德国法西斯就占领了布拉格。从此，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

烛立国家已不复存在。于是，哈尔滨的领事馆也撤消 T ， 鲁道夫

·海伊涅随即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了

没有承认满洲国的国家之飞

(六)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

公使馆的活动

在第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公使〈鲁道夫·费歇尔〉任职期间，

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公使馆在他的领导下，主要从事贸易活动。

公使本人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的政治报告没有超过其它→般报

告的活围。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报告没有什么意义。

1937年夏，鲁道夫·费歇尔离开中国，扬. ]射巴取代 r

f也。扬. t射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外交界最重要的

人物之一。在他到边中国之前，曾在捷克斯梅伐克驻南斯拉夫和
罗马尼亚公使馆任职。他是一位外交理论家，他的著作有: 4:俄

罗斯与小协约》。他在这本书中表达 r他对欧洲问题的独特看

法，并建议如何在苏维埃俄国参与下解决欧洲问题。这本书的出

版犹如一声春雷，引起右派集团的尖锐批评，因此， f岂不得不被
迫离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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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谢巳到中国的时间正好是日本人进攻上海期间，所以他

不能去上海，只好住在南京，直到1937年才转到七诲。当时捷克

斯洛伐克驻东京的具有远见的公使从中口冲突→开始就深信"如

果日本只用军事手段是不可能在中国取胜的，因为它没有中iJJ所

拥古的地域和时间的潜力。日本只古在中国人不愿进行斗争的前

提下才有可能取胜。"①

与七述看法完全不同的是，扬. L射巳简单地认为，日本军队

比中罔强，所以，他毫不怀疑，日本将最终取得胜利。从这一点

出发，他所领导的公使馆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日本取胜后，鼓励

和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在远东的利益。

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公使馆直到 1939年 8 月 15日才结束其

工作。

1939年 8 月 15 日 ， i;去西斯德国占领了根据《慕尼黑协定开规

定占领的其余地区，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成立了愧偏国家，即

所谓的捷克一摩拉维亚保护国。在斯洛伐克则成立了另→个愧倔

国家，即所谓的斯洛伐克共和国。

布拉格被占领后的第二天，捷克一摩拉维亚保护国外民赫瓦

尔科夫斯基 (20年代驻东京公使〉给所有捷克斯洛伐克驻外机构

拍发了电报，号召它们毫不迟疑地把所在一切都转归德国当局。

同日，以爱德华·贝奈斯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驻外政治代表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同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和苏联外

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以及国际联盟发出了电报，呼吁他们不

要承认捷克一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保护国这两个愧偏国家，并请

求他们承认捷克斯梅伐克驻外政治代表机构为独主的捷克斯洛伐

克代表。爱德华·贝奈斯总统号召所有这些驻外代表机构的主要

领导人不要听从布拉格外交部的把自己的事务转归德国的命令，

并要求他们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外政治代表的活动提供方便。

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里，各驻外机构由于其驻在国的具体

① 布拉格外交档案馆s ‘政治报告)东京， 1937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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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同，它们的工作人员的政治态度也就不阔，因而不可能作

出同样的回答。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公使馆位于上海的法租界，由于法国政府

同意捷克斯洛伐克驻巴黎大使馆继续其活动，可以认为，它也会

同意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公使馆在上海继续进行活动，此其→z 其

二，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公使的国民党政府，这时远在重庆，

要和它进行联系是比较困难的F 第三，日本人并不喜欢听从德国

人的命令。由于这三个原故，捷克斯洛伐克公使馆要把所有事务部

立即转归德国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可惜，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公

使是一位懦夫，他没有勇气反对来自布拉格的命令。 1939年 8 月

17 日清晨，他不加思索地把全部事务转归了德国。

那时在上海共有400-500名捷克人，除了长驻人员(商人、

外国公司职员、音乐家等等〉外，还有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的

大量犹太人。这些人大多数不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务转归德

国。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4个捷克斯洛伐克圃，这本来是一个

非政治性组织，但在1939年 3 月以后，这个国内组织起了秘密的

政治委员会，并取代了捷克洛斯伐克驻上海公使馆的任务。这个

委员会的主席是J. 什捷播，他原是捷克斯洛伐克公使馆领事部的

人员 G 捷克斯洛伐克驻外政治代表承认政治委员会为捷克斯洛伐

克驻外政治代表。后来，捷克斯梅伐克伦敦流亡政府成立后，也

承认这个政治委员会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外政治代表。 1942年， J. 

什捷播成了捷克斯泊伐克伦敦流亡政府在上海的临时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国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捷克斯洛伐克在上海的

公民的利益。因为大部分从欧洲跑到远东的人既没有工作，也没

有谋生的手段。捷克斯洛伐克国在上海市中心租了一幢两层洋

楼，开设了一个餐厅、俱乐部和宿舍，穷人可以在这里吃到便宜

的饭，乃至免费饭。这个圈还出版自己的杂志，经常介绍捷克斯

洛伐克在远东的活动，首先介绍国内发生的迫切事件。这个国在

上海的广播电台经常进行广播。它在上海出版的报刊发表有关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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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洛伐克的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及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法

国等国租界之后，它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建 fE了联系。从此，它
便利用了苏联的广播电台进行广播，并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出版

的《新生活》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捷克斯陆伐克还组建 fJι

愿团，并把它们派往中东前线。

政治委员会在战争期间〈直到1945年〉完成了公使馆的任

务，它常给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撰写并寄送政治报告。

在战争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在上海的公民的生活说明了在日

本占领下上海的情况。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日本人对捷克斯恪

伐克人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和其它西方国家一

样，于1941年12月 16 日向日本宣战。日本回答说: "捷克斯洛伐

克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它不能同不存在的国家发生战争，因

此不能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宣战。所以，在上海的捷克人不能算

是敌人。"它把捷克人称为"友好的敌人飞日本占领当局要求捷

克斯洛伐克公民把他们所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换成德同护照，

但这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 J. 什捷潘要求苏联领事给予帮助，

于是他们-同走访了日本在上海的最高当局，向日本人表明，捷

克斯洛伐克在上海的公民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德国法西斯对捷克

斯洛伐克的占领，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德国的护照。奇怪的是，日

本在上海的最高当局对这一点居然表示尊重，并且承认《慕尼黑

协定》签订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护照可以使用到 1945年。

如果我们能在此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进行仔细研究的话，

那么， J.什捷潘送给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的报告，对我们

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历史文献。

像摘洲国政府1932年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它一样，南

京的汪精卫愧俑政府于1942年12月也试图同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

亡政府建立联系，并得到它的外交承认。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外

交部照会扬·谢巴，称z "公使先生，我荣幸地通知您，根据

1940年11 月 28 日政治委员会的决定，汪精卫先生成了中华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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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请您正视这一现实，并将此事转告贵国政府。"①

扬·谢巴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利用此机会，竭力说服伦敦流

亡政府承认南京政府。在这之前.1939年 3 月，他按照国际法准则

没有把捷克斯洛伐克公使馆转归德国人。为什么?伦敦流亡政

府承认南京政府比承认囡民党重庆政府好，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

中闰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政治利益，只会有经济

利益，而重庆政府控制的地区，从经济观点看，是完全没有吸引

力的。相反，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包括上海在内，在经济上是可

取的 F 其次，重庆政府控制的地区，一个捷克人也没有，肉为在

华的捷克人都居住在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

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拒绝扬·谢巴提出的建议。它对

中国的态度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相→致。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

政府的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一一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第一共

和国总统马萨里克的儿子答复扬·谢巴时说: "……我很遗憾地

通知您，出于政治原因，您不能恢复在上海的外交职务。"③

陈广嗣谛

① 布拉格外交档案t队 《伦敦流亡政府秘密材料) , 63 号盒。

⑤ 网上.

.207 • 



~如'<?' "'" 'ØY电讯

:资料;
吨位品晶晶伊

民元北京兵变记

骂兰言

译者接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葛兰言 (Marcel Granet) 曾目睹

1912年 2 月 29 日的北京兵变，并将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了

他的朋友。 70余年过后，葛兰言太大将她珍藏的这封信

委托巴黎《汉学》杂志编辑部予以发表。该编辑部在发

表达封信时，还加了一段简短的编者按语，一方面向葛

兰吉太太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对编辑过程中约删补做

了说明 z 除删去信中与兵变无关的两个较小段落外，均

方便读者，编辑部还增补了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

BRUGUlERE) 均这封信傲的序言、注释及两张当时北京

部分城区的地图。

我将这封信译成中文，是在张振路、袁树仨两位老

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z 译文脱稿后， 3主逢巴斯

蒂夫人应邀来才可参加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学术讨论

会，遂请她审问译稿，谨致谢忱。

本人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中存在的笔误，一经发现，

凡能为所及，均予纠正，但属译文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序

1912年 2 月 12 日，宣统皇帝下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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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时政府。 2 月 13 日，孙中山在南京辞去同年元旦始任的总统

职位，井向各省参议员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o 15 日南京参议

院表决，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总统选举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建都问题。定都何处活个问

题，也是后来的几个星期时间里，南京革命党中不断出现分歧的

主要原因。 2 月 14 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形势所迫"，定都北京。

次日，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强有力干预，参议员开始动摇，遂复

议并选定南京建都。被推为副总统的黎元洪，他本来主张在武昌

建都，因为武昌是双十起义爆发地，而且他IH任部督，也与双十

起义有关。 2 月 18 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知报团前往北京迎

接新总统南 F就职。 2 月 27 日，教育总长蔡元培率团抵达北

京，并受到最隆重接待。

边段时间里，袁世凯在各省的亲信还通过电报、书信等形

式，纷纷请求总统留在北京，以防北方各省出现骚乱，以及〈袁

的亲信很可能鼓动〉列强干涉。其实，袁世凯最担心的还是将来

南方革命党军队对他的约束。潮水般的请愿活动并未削弱蔡元培

及其随员的信念。

就在这样一种形势 F ， 2 月 29 日晚，北京爆发了葛兰言信

中叙述的残暴兵变。变兵均属曹键所部第三镇。这是袁世凯1859

年创建的一支现代化部队，是他在六个星期前调到北京维护治

安、镇压捕人和革命党反抗的。 3 月 1 日，兵变愈横愈烈，保

定、天津受其影响，也先后出现了兵变。

几乎所有中国史学家都认定袁世凯是这次骚乱的主谋.他们

的依据便是众多革命党人及某些外国人对这次兵变的议论。然

而，谁也没有找出袁世凯的这些犯罪证据。①令人困惑不解的

① 吴相湘是第一个认为袁应对这次事件负责的史学家。见‘中国现代史料!b
刊'第一辑(台北， 1962年〉序言及《袁世凯谋取临时总统之经过)，载《中国现代史

丛刊'第一辑〈台北， 1960年) ，第13一 15页.有关这次兵变的资料及对兵变的解释，
见杨 (E.P. Youn剖. (袁世凯出任总统记>，载芮玛丽 (M.C.Wright) 编《革命中的

中国 s 第一阶段(1 900一 1913)> (纽黑文/伦敦， 1968年九第430-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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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然袁世凯在列强面前自称是唯一能维持秩序的人，那么，

他为什么竟在驻京外国公使团众目睽睽之下，冒险做出这种自相

矛盾的事呢?主张建都南京的人，他们从自己的实力方面考虑，

也无法解释袁世凯为什么会采取一项如此危险的计策。除了中国

的上层人物，外国政府也表示希望首都能寇在北京。 3 月 2 日以

后，荣元培及建随员曾电促南京政府放弃原来的要求。①南京方

面于 3 月 6 日接受了这一请示。② 3 月 10 日，袁世凯以电报形式

宣誓就职。 4 月 2 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定都北京。

葛兰言在北京期间，目睹了清王朝统治的结束和袁世凯就任

总统前的动乱情景。他当时年仅28岁，毕业于巴黎高寺师范学校，

并且取得了战国大学历史系教师学衔， 1911年秋到中国继续他的

汉学研究。③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是他的老师抄畹 (Edouard 

CHAVANNES) 努力促成的，他所承担的是法国公共教育部交给

他的工作。这里发表的这封信，是他在1912年 3 月 5 日至 8 日写

成并寄给他的两位当时在波尔多任敦的朋友戈斯夫妇③的。

有关这次北京兵变及兵变前一些事件的证明材料很多，其中

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葛兰言的这封书信向我们直接、 4主动地

反映了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情景，井且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民众的

心理一一逸正是史学家的兴趣所在。如果未来的汉学权威有意不

对这次事件做全面的解释，那么，他在描述一个混吼不堪的首都

〈一个显得死气沉沉或软弱无能的政府所在地〉肘，他所支持的

ì'è点看来不会是袁世凯如何阴谋策划，丽是军纪败坏、管束不严

的士兵自发叛乱，甚至会说士兵之所以叛乱，是因为军饷和赏金

未能兑现，以及同南方辑和断送了他们靠掳夺发财的前景。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2 卷(北京， 1984年) ，第143-145页。

。 同上引书。

③ 葛兰宫生平，见M.弗里德受川汉学家、社会学家葛兰言.，载《评论杂志》
第337期(1 975年 6 月) ，第624-648页.

④ 勒内·戈筋，数学家，葛兰言就读高等师范学校(1904年)时的同届校友.
曾任格勒诺布尔理学院院长，后因参加抵抗运动被保安队暗杀。其妻吕希安娜·戈斯

卒于 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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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葛氏除了叙述→系列政治史实外，还对北京节日的

气氛做了诗情画意般的描绘，这些更能引起喜欢老北京的读者的

兴趣。同时，读者还可以从中体会到年轻的汉学家在保护中国

人、反对当时威胁中国人民的各种不同性质的进攻方面表现出来

的热情。

巴斯蒂

E……1 
对中国人来说， 2 月 29 日这天也算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天

像过节一样，不过气氛却比点焰火、放鞭炮更热闹。①(... ...) 

自从中华民国建立，就有人担心会出乱子，因为守卫皇宫的

捕人亲军营很有可能向袁世凯的军队发起进攻z 依靠旧政府过活、

因为担心失去每月的棒禄的北京捕人，也可能在亲军营的支持

下，向汉人发起反扑。退位诏书是经过再三副酌起草，并且隔了

很长时间才颁发的。事情的发展很顺利z 南方政府没奋食言，孙

中山辞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五色旗取代了建筑物上的雕

龙。亲军营只是守护过去的旗子，士兵们并没有任何反抗举动。

部分驻京外国公使只是半公开地拜坊袁世凯，而袁世凯回访外国

公使肘，总是鼓乐齐鸣，士兵夹远护卫。②他很信赖外国人。其

实，日本人若是闭口不谈，恐怕谁也不知道详情。

只有在满洲及实行南北统一方面才能看出问题。许多来王都

纷纷去那里了。③在他们赶往调洲的路上，有一座大桥被炸。一般

人都在提防可能导致日本人进行干涉的阴谋。东省总统赵尔翼弘l

一心想为死在四川革命党人手中的胞弟报仇，④他很可能主张日

本人出面干涉。然而，这件事情没过多久就真象大白了。原来赵

① 葛兰言生于1884年 a 月 29 日.他的朋友每隔四年为他庆祝→次生日.
② 所谓公使，是指列强驻北京的代表.当时驻京外国使团的最高官员只有公使

f钉.

③ i古帝退位肘，一些滴族亲王曾离开北京去东北湛难.
包) 赵尔卖 (1844--1927) ， 1914竿任清.lI!馆总裁，主编 e清史穗'.其弟赵尔丰于

1911年 12月 22 日在成都被义军杀死，肘任网川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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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罢做难，只是想让新政府高薪起用他，否则，他不肯为新政府

效力。其实，日本人的最初想法是慢慢地、不声不响地在满洲迸
行活动，并且尽可能避免一切外交事件发生。

袁世凯的手段之一，就是让没落的玉朝将政权交给他。南方

政府本想让袁世凯到南京宣誓就职并表明除参议院通过选举授予

他的权力外，他再没有其他权力。以南京为核心的南方派除外，

以黎元洪为首、以武昌为核，心并最先提出问题的湖北派和以袁世

凯为首、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掘，还围绕新政府应以谁为核心这个

问题展开了斗争。不过，在南京和在武昌一样，孙中山和黎元洪都

面临银根紧缺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必须同一些反

对派打交道。孙中山的那笔由长江流域的 9 家〈原文如此。一一

译者〉中国最大企业一一招商局、汉J台萍公司、江苏铁路公司

一一担保的日本借款，遭到了英国归中国民族主义方面的视。

只有袁世凯能筹措到钱。显然，这也是合作的条件。南京相武昌

方面分别派往北京的代表团已经出发。①

北京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么安宁。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

将要破产，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静默有些近乎毒凉， 'È.意很不景

气。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失望，但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且是新春佳节，却无节日气氛。②店铺纷纷关张，朋友相

互拜年。富裕的商业区里，大街小巷冷冷清清，连叫卖的声音

也听不到了。四个月来，一些小卒经营的穷人什么东西也没卖出

去s 家道殷实的人〈据说有20万家)先后离开了北京。然而，正

月里的集市上⑨仍然白[以感到生活的气息，有欢声，也 ifi笑话。逛

① 有关黎元洪派遣武昌代表团之事，似乎并无其他证明材料。

② 这年的正月初一是公历 2 月 18 日.

③ 集市指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七在琉璃厂西厂匈举办的集市。该地过去出产琉璃

瓦器〈当时已不存在)，故得比名.有关这一集市的记载颇多，如裴丽珠(J.Bredon) . 

叫t京) (上海 1922年) ，第463-466页， 裴丽珠、 1.米特洛发诺夫(春节'

〈上海， 1927年)，第149一 157页及孙殿起所寨觅书《琉璃厂小志)(北京， 1962年) • 
第38-50 、 74-89页。信中捉到的Hjang T'chang，实无浊考证，疑为北京常说的

的逛厂之误。因为北京人常以此称春节期间北京民众生活中的这种隆重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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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Hiang T'challg) 集市位于外城西南，市场呈长方形，周围

足帆布或苇席搭起来的茶棚。茶棚前有两条通道，赶集的人熙熙

攘攘.顺时针而行z 通道另一侧是些;j、摊儿，有卖玩具的，有卖

糖果的F 市场中央是一条供车辆行驶的通道，但来往车辆相当

少。今年春节，赶集的人衣着不如往年讲究，市场上不少茶馆也

关张了，已回家的女艺人还没有"下车"一-出来卖艺。这个年头

不好，欧美道德观开始盛行了。一个中国人正在一间帆布棚子里演

说，实际情况是言者谆埠，听者藐藐。然而，这是时代的特征，

需要宜讲美倍。集市上偶而还能看见一群捕人围观几个卖唱的。

我看不出逛厂的优雅所在。表演艺人的慈祥面孔，以及他们那种

自然而含蓄的欢声笑语，对中国游客来说，是很布吸引力的。这

里和在泣国→样，观众常爬到高处观看，也有人弯着腰，扒着帐

蓬的缝往里观看。不花-分钱，照样可以一饱眼福。戏台上的

灯光透过蒲棚，光;芜显得十分柔和。一间旧木极搭起的比妆室

里，→个小姑娘正在梳妆打扮。她的民像可真漂亮!站在她身旁

的是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小弟弟。不过，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赶

集的人。 他们摆出一副严肃、精明、神气的样y.，有人手里还拿

着 l乏民的荆条穿起来的形如贯珠的塘葫芦，荆条顶端连挂着五颜

六色的统蝴蝶。此外，驶向远处的洋车 L 几乎都拴着大风塔，

随苟洋车的飞奔，飘在空中的风筝如翩翔的飞机。珠宝市足外

国人常常光顾的集市，①与其他集市不同，它没有五光十色的装

点。琉璃厂书肆z 小巷的两壁，庙宇的围墙，到处都挂着画卷。

院里除了书摊，还有几处茶馆。傍晚，茶馆的茶桌上空无一人

时，书商就重新仔细地把书画捆包起来，准备收摊儿。这个时

候，集市上」片宁静。我曾去过一座寺庙抽签，这座寺庙装修得十

分漂亮萝里面的算命先屯说我会有善报。孩子们吾见洋鬼子崇信

① 珠宝市地处琉璃厂尔的火神庙附近，每年正月初三至卜五为集目。见《光绪

顺天府志>> (北京 1885 年)， 18/4b.5 a，孙股起 : e琉璃厂小:J:.) ， 第243-U9页，前 '.:1
裴丽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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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感到很有趣。中国游人见算命先生待人热情、礼貌，个个

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在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儿。因为

觉得他滑稽可爱，就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文钱送给他，他倒是惊

慌地跑了，逗得大家直笑。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那个

小男主主又被拉了回来，跟在孩子后面的旺亲还叫他给我们作据。

我们走开时，只听见看热闹的人说z 看来他们很喜欢小萌儿。

大街，小巷，甚至最小的胡同，到处挂着彩旗。听说是为了

欢迎刚刚派来的专使。店铺的旧壁板、徐金墙面上，挂满了黄色

和蓝色的彩旗，非常好看。悬挂彩旗是警方的命令， 当然不是

发自内心的行动!店主无不对这类事迷惑不解，甚至感到头疼。

这本来是高级官亮的事嘛。这不，袁世凯取代了庆亲王①，还有

人议论→些名字很生疏的人。一处集市上还摆放着孙文和皇帝

的巨幅画像。这位皇帝并不是那个小孩子③，而是光绪。不过，

一般人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和我一起出去逛市场的是锋尔孟先生

(André d'HORMON)③，他遇上了一个他所熟识的商人。这个

人并不关心画像是何人，饨只知道生意不好，东西卖不出去，希

望尽早结束这种局面， U:帝国恢复乎静。

然而，这些胆小怕事的人并非对什么事情都心灰意玲，相

反，有人甚至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代表们从花牌楼下通过时，其

中一位代表走出来，向在那里唱国歌欢迎代表的某小学校学生挥

手致意。代表们来到前门，通过了往日只有皇帝才能迸出的南大

① 庆亲王奕助<1836← 1917) ，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磷〉之孙， 1884年任总理

各国事务大臣， 1903年任军机大臣， 1911年 5 月 8 日设皇族内阁肘，出任总理大筐，

后因爆发起义，被迫辞去皇族内阁之职。 1911年 11 月 1 日，袁世凯取而代之，任内阁

总理大臣。

② 逊位皇帝宣统，各溥仪，当时年仅 5 岁。

③ 锋尔孟(1 881一 1965) ，莫名RO 'l ue tte , 1906年到中国，曾在京师大学堂用it;

语讲授政治学. 1953年以前，他在北京的绝大部分活动是从事汉学研究， 1936年曾参

与创办北京中兹汉学研究所。任所长至1953年该所停办。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通讯
〈新编))第582卷，第159 、 200面，第583卷，第104-105 、 146面(驻北京公使书信集
1906-1910) ，戴密徽 (P.DEMIEVILLE) ， <<法国汉学研究史回顾)，载《汉学研究选

集)(菜受. 1973年) .第 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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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时，南大门敞开着，行人可以从容地通过。而且从这里

去比较方便。北方和南方一样，也时兴剪辫子。提到剪辫子，我

的那位中国同伴还笑着给我看了看他那剃得光光的头。②剪辫子

是一场运动。

正月里，集市很多。大钟寺集市在城外的西北。③夫人， 28-

日那天，我曾和锋尔孟一起乘坐马车去过，但与我当年把您从纳

里带到奥塞车站时的情景不同。③不过，这种车坐上去倒也舒适。

我们幸在一条通往紫禁城的城门一一东安门大街上，那里有城里

彩画得最精美的店铺，据说还是为德国皇太子彩画的呢。后来，

这位皇太子因为害怕鼠疫没有来。⑤车出城之后，就没有坚硬的

马路可走了。乡 F的土路士，车辙和斜坡很多，坑坑洼洼，坐在车

上就不那么舒服了。车夫夸口说不会翻车，这未兔言过其实。大

钟寺里竖着一座雄伟壮观的宝塔，塔的每个角都是用大块石砌筑

的，很牢固，寺院内仔参天古柏，还有一口色泽柔和的青铜大瓮。

铸钟的周围全是美术铸字。这座塔可以保证北京的风水。据聪慧

的和尚讲，谁要是能把硬币从钟的上口扔进去，这口钟就能保他

吉祥如意。为此，他们还在院子里为那些前来朝圣的人摆放了桌

子。我们赶到那里时桌子周围并没有多少人。夕阳西下，和尚踊

晚经时，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们可不知道，佛教寺庙

里的敲木鱼、 i国经和钟声，足以打动那些天主教信仰璋弱者的心

灵。

离开大钟寺，我们徒步返回。当时太阳已经落到了西山的背 / 

① 这段事情叙述得并非十分准确.当时南大门敞开着，这是事实，但是，蔡元
培及其随员拒绝从那里通过，他们走的不是南门，而是东门.见周天度川蔡元培传)(北
京， 1984年) ，第50页。

② 葛兰言在北京期间，常经雇用了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协助他工作.
@) 大钟寺位于德胜门西北约2. 5公里处.集市自正月初→至←卡五。见‘北京.

闹) (北京， 1916年儿

④ 来中国前不久，葛兰言曾把在纳里医院疗养的吕希安娜·戈斯从医院带到奥

塞车站，送她上火车回波尔多.

③ 德国皇位继承人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雷德里觅·纪尧姆，他曾于1911年初话

问中国。见《德国皇太子游记)，载《法属亚洲委/ll会通报>(1911年 2 月) ，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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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景色昏暗，异乎寻常。而一般说来，这里往往是天气晴朗，

光照很强的。我们!到为不喜欢走坎坷不平、车辙里积满淤泥的土

路，所以选择了一条羊肠小道。小道两旁是田野和坟地，能见到

几处农庄，几片松树林和几排墓碑。在干打垒的土墙旁，偶尔看

到身着蓝色或淡紫色上衣的妇女F 田野里，一只长摘黑色羽毛的

喜鹊在境间跳来跳去。锋尔孟和我都喜欢诗歌，所以，我们情不

白禁地想起萨曼的诗句。①

进城之后，我们仍然步行。城里和乡下一样，都是那么寂

静。已是掌灯的时候了，店铺的纸窗里闪耀着做弱的光亮。行走

的路 L 我们遇上了几队衣着整齐的骑兵。因为想从庆王府门前

经过，②我们向南幸了很远，直至北堂和附近的卫队营房。锋尔孟

要带我到东城吃晚饭，所以我们还得捂着几乎把西城和东城分开

的紫禁城长墙向北走。没办泣，我们只好叫一辆人力车。就这

样，我们在晚上 e 点钟才到达东域。在那里，我们观赏了贵自居

政学堂门前为欢迎接南方代表搭起来的花牌楼，③南方代表就下

榻在这所学堂里。看过了原亮的花牌楼之后，我们又绕到了学堂

的后面。那里，街道两旁的高大树影映在空中。月亮周围出现了

壮丽的风国F 闪闪发光的风筝在空中飘荡。晚饭后，我们坐在一

起闲聊，直到次日凌晨 3 点我才回来。我走在东城墙至克林德碑

的→条长街上。④街道上的情景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警署门前

亮苦红灯p 警察很多，有的在说话，有的在站岗 F j至 H !E犬的熟

① 阿尔贝·萨曼(1858-1900) .象征派诗人。

② 庆王府位于德胜门内大街和定府大街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几北京历先研究念

编《北京春秋)(北京. 1982年).第152-153页，许放川庆主府的变迁h载林觅光等编

‘近代京华史迹>(北京. 1985年) .第112-120页。

③ 贵胃 2主政学堂始建于1909年，位于东单北大街西侧煤渣胡同神机营附近，大

街东侧是东堂子胡同，目Pl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在地。见朱→新刊京l沛坊巷志稿， (斗仁

京. 1962年) .第99页，周天度 I (蔡元培传) .第50页.
③ 这个牌坊是1903年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0900年 6 月 20 日〉处修建的，位于

东单北大街面总布胡同街口， 1919年被移至紫禁城西南角的→个公园里，即今天的中

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坊， 1952年后改名"保卫和平"坊。见回庭珠，(近代同地t
克林德碑h载《近代京华史迹>，第339-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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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叫声。

29日这天是我的生日。我工作了一整天，晚饭吃得也比较

晚。在我离开每桌时，饭店老板把我叫住井拿出一个漂亮的小圃

球给我看，说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这位老板不知道是怎么一回

事。就在我也迷惑不解的时候，两个中国女招待慌慌张张地从外面

忘了进来，说她们听见了枪声。我们志出餐厅，到外面看了看，

没{~.发现什么。接着，我们又走到后院。突然间，饭店后面响起

了一阵撞烈的枪声。不一会儿，皇宫那边和饭店前面也传来了枪

声，大概是在意大利公使饨·门前一带。有人说z"打起来了。有地

方已经起火了。"技诀立出去看看，于是，我幸到使馆界北侧的意

大利公使馆和奥地利公使馆门前。当我走到饭店左侧的京汉铁路

办公大楼一带肘，①碰上了一群看热闹的人。这时，大火已从通

往紫禁城，即通往皇宫的东安门街口烧起来了。那里也是当年袁

世凯路过时被拉下一枚炸弹的地方。②枪声不绝于耳。我们附近

的警署里空无一人。我们朝着起火方向走去。当时街 t己无车辆

行驶，街口两侧的一些中国人边看边躲。找们这些好奇的人当中

有意大利人、拮国人、比利时人、日牛二人，还有一位妇女。我们

走到一排平房店铺附近时，看见了一队士兵。我们距离他们越来

越近，并且听见他们在鬼鬼崇崇地小声嘀咕着。其中一个士兵手

里还拿着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出门时常携带的那种口袋。和我们

同行的那位妇女一口认定这群士兵在抢劫。还有人取笑士兵，说

他不敢打开店门.国为他害怕撞上一枚炸弹。一个士兵对拉伯

说"不要往前志了。"我倒是想按这个土兵岚的去做，可大家仍继

续往前志，我也只好跟着他们。我们后面的士兵在撬店铺的大门。

我们走到街口时，整条街已经成了火龙，只有路口把角、当年扔

出炸弹的那座房子没有塌，看来这座房子够丰园的了。那些精心

(V 当时葛兰言住在北京饭店.
③ 1912年 1 月 16 日，袁世凯出东安门准备取道东安门大街时，一群年轻的革命

党人向他投掷炸弹，企图刺杀他。见巾国史学会编《卒亥革命) (上海. 1957缉〉第 6.

卷，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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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画的小店铺被毁掉了，真可惜!忽然，一群手持长枪的士兵冲

了过来。我们急忙后退了几步。他们放枪，我们后面的圭兵也开
火了。我们只好躲开，从旁边跑掉。奇人喊道产慢点。"这是外国

人在用中国话喊。我们的住处附近也有枪声，是从京汉铁路办公

大楼里传出来的。我意到自北向南穿过使馆界，并且与使馆界后

面的城墙成直角的街道人口时，遇上了一位相识的通译生。尽管

没有风，可火势在蔓延。我想回去取照相机和笔记本，可是，当

我走到使馆界时，正碰七公使和头等参赞拿着怯国人的花名册在

找人。我只好转身出去。使馆界的警且已经收到警报，哨兵己经

上岗，巡逻兵在巡逻z 英国巡逻兵骑着马F 日本巡逻兵步行，领

队的手提一个写着红字的大灯笼。纷纷赶到使馆界的有由上兵护

送的逃难者，有美国卡车.有满载的人力车，也有手提包裹的行

人，其中日本人特别多c 士兵的沉重脚步伴随着木履声响戒一

片。身材矮小的妇女仍以最习惯的方式用背驮着小孩儿，她们后

面跟着手提行李的男人。都在搬家。我也搬吗?火越烧越大，虽

然火势蔓延的速度不快，但风随时都可能刮起米呀。我只好搬家。

那里倒是有人力车夫，可是，因为回去时不让他们进门，所以

谁也不肯来。没办法，只好请警察跟他们讲。意大利宪兵也赶到

饭店通知老板到公使馆去过夜。一位英国妇女在哭泣。我也不知道

出了什么事。我们开始收拾东西。我把二十四史分别装在24个写着

绿字的精巧书柜里摞起来，看上去就像→座摇摇欲坠的高楼。

紧接着，我又把一本名叫《社会学年》的书放进手提箱里。就这

样，大大小小如箱子都装满了。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之后，人力车

夫热心地帮助我搬到车上运幸了。总算什么东西也没丢。

现在该看看城墙那边的情况了。火场就在通往东安门的街

口，大概东安门也被火烧了。使馆界南门至东门的大街及哈达门①

大街上的火势也不算小，外城东面也咀现了火光。前门外商业

① 哈达门又称崇文门。崇文门通往北丽的那条大街街今称崇文门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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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似乎没有失火。①然而，枪声却是从那里传来的F 远处也有枪

声。突然，哈达门大街东侧也起火了，看来距离袁世凯居住的外

务部不远。②一轮明月升上了天空，夜色很美，不少外国人都来

到城墙附近观看，特别是德国防御据点一侧，看热闹的人就更多

了。那里，炮手正在忙着，两门大炮已经架好，控制了哈达门及

让国公使前的一大片空地。还有一门炮正对着外城。砂袋防御工

事已经修好。此外，边能听到瑞童车沿坡路向城墙顶部攀爬的声

音。使馆界得到了保护。城里的枪声不断，墙倒屋塌的声音也能

听见。探照灯的寒光和火光交织在一起z 火势最大的地方，一道

强烈的灯光直i写在熊熊火焰 L 灯光都变绿了。

在北京 1912年3月 5日星期二

我们结伴沿街向失火方向走去。街道七空空荡荡的F →排排

民宅中，偶尔还能看见一家人。和我们一起出来的→个人，他碰

上了一个相识的商人。这个商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只得弃家出

走。所自店铺都被砸了，其中有富人开设的商行，有景泰蓝店，

也有古玩店。有人在胡同口的暗处窥测。→些被抢劫的店铺里，

也有人在漫不经心的归置东西。我们刚刚看到被撬开的那家店铺

也被火烧了。我们走到街口，发现曾经从里面扔出炸弹的那个铺

子最终还是没能幸免于火。一些灾情较轻的房屋，剩下来的只

有仍在冒烟的屋架，看上去就像道具。有的房手，火焰从四壁的

窗口喷射 i币出，放烟滚滚。随着一声枪响，从对面冲出两个士

兵，其中一个把子弹推上枪膛，支在肩七冲天放了一枪z 另一个

在叫喊。他的声音很可怕。至于他在喊什么，我们谁也听不清

楚。远处的大门附近技有亮光，看来那里没有失火。枪声越来越

① 前门南面的一个区.前门又称正阳门.
⑧ 新外务部建于1911年，地处东堂子胡同和今外交部街之间，对面是东堂子胡同

北侧的原总理衙门。见张瑞萍川总理各国事务街门旧址>，载《近代京华史迹，第135-
141页，阿灵敦(L.C.Arlingtong) :‘寻找老北京)(北京. 1935年)，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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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我们也开始往回走了。士兵们→个个背着沉重的口袋，跟在

他们后面的军官却两手空空。一个大宅院的门口坐了不少人 z 有

的喝茶，有的吸烟斗。路边的深沟里连扔了一把但若花布的椅

子。一个身穿浅色表皮上在的外国人站在一间门窗敞开的房子

里，房子周围已经起火。警署里堆满了包裹，这就是堆放掠夺物

的仓库。

3 点多了，我不得不 I二床休息。直到第二夭 9 点多钟，我才

勉强醒来，我吸烟太多了。失火的地方，围观的人虽然不少，但

都很安静，其中有中因人.也有外国人。我顺着起火的i主条街 r~j

皇宫方 [rìJ幸去。皇宫大门口只剩下一个原来就在那里守护的、性恬

温和、身体肥胖的警纭，他还是原未那副神态。有人拿着民把大

瓢住烧塌了的房梁上浇水。士兵很通情理，允许人力车夫跨越

用大方砖砌起的路障去取车，但不准他们靠近皇宫大门。一些穷

人在拣烧焦了的木板，他们旁边站着一些身穿金线刺绣大方格的

旧式官服的人，这些人面孔阴沉，看上去很奇怪。有人说在一处

房屋里发现一具老太婆的尸体，)f有人说要到一家钱庄去看没百

逃出来被火烧死了的店员。 i主夭夭气不好，空气中有一种令人

难以忍受的味道。我来到一个很熟悉的大市场。所谓熟悉，是因

为那里的水果摊和巴黎一样。①市场里只剩下几段矮墙和角落里

的三个拱廊z 屋面铁皮蓓在黑色灰烬七，呻吟着，任人践踏。那

里的人，个个表情冷漠;有的人走走停停，在胡塌的土堆上挖来挖

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我还看见一些人蹲在那里，用手拍打着

跟前几块四周被烟熏黑、有的甚至还在冒烟的蓝色小布头。他们

拍打完之后，就把这些布头叠了起来。市场附近有→处从前常挤

满看戏或看魔术的人群的地方，那里摆了几张桌子.自人正在喝

茶。我后悔没把照相机带来。

中午我回住处吃午饭时，匆匆浏览了一遍中文报纸。报纸上

只是大略报道了这次事件。据民是袁世凯从剖南i周来的第三镇土

① 这里说的市场，无疑是王府井大街东侧的东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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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纵火抢劫的。为什么呢?据叫k京日报》的官方解释，问题出

在新年历上，因为阴历的月份与阳历不一致，所以，发饷日期本

想推迟。民间报刊《爱国报F 则称对此次事件的起因一无所知。①

欧圳人也对这次事件做了些推测。有人发现哈达门大街 t不少日

本店铺被烧，就说很快会在人出国干悔。这不禁使人回想起前不

久满洲京生的几次火灾。也有人认为，由於骚乱的缘故，袁世凯

吁以避免去南京了，南方代表躲进了六闰t1i店②， 因此，他盯的

面子也丢尽了。这次事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闻会越来越

厉害，不过，最可信的将来还是公众舆论。

起风了，刮得天昏地暗。是黄风?夜里会怎样?夜幕降临

时，景色一片荒凉。使馆界附近已经听不到枪声，火光也消失

了。外国人接到的袁世凯声明真实吁靠吗?是否已经采取了什么

措施?前门忏又响起了枪声，城墙西北角火光越来越大，大概距

离北堂和卫队营房不远。似乎在向城南发射炮弹。我回到饭店

时，公使馆前沿地带一片寂静。

3月 7日星期四·

昨夜是在宁静 rll过去的。我吃过午版后，立刻去看望悻尔

孟。我沿着哈达门大街一直朝克林德碑方向走去。大街两旁的店

铺被洗劫一空.有的已被火烧。→家日本式建筑的店铺，屋顶局

已塌蓓，四壁上的飞檐也暴露出来了，但店铺的招牌还在，由于失

火，飞檐的颜色变得豆深了。末日l克林德碑附近，我进入了一条

通向京城墙的小街道。街口那家店铺已经失火，可是，邻近一些

深宅大院却似乎安然无恙。警署里空无一人。这条街上店铺集中的

地方还是未能幸兔子难。其中一座房子正在燃烧，那是一家当铺。

① 《爱国报'全称 e爱国臼话报，。报社位于西草广胡同。见《北京指南>> , 
9/3h. 
② 六国饭店位于使馆界内。

• 原文为星期二，误.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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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遭到抢劫的就是这个地区。变兵驻扎在东岳庙附近，①他

们是从东面的齐化门@闯进城的。东岳庙是一座道观，欧洲人称之

为公骤庙。变兵先是在东四牌楼③南面，即袁世凯居住的那个区散

开并进行抢劫的，他们抢劫的主要对象是所有当铺。他们假借这个

区的穷人的帮助，抢走了大部分财物后就放火。这是一次人道的抢

劫，一次突然袭击。但没有洗劫全域，死人很少，而且没有发生

强奸之类的案件。据说只有少数妇女和儿童被绑架。看来这是一

次报复行动。锋尔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z 一天，他正在工作，突

然听见仆人房里发出异常的声响。他走进仆人的房间，发现几个手

持长枪的士兵在那里，枪上还上着刺刀。他同这几名上兵说了几

句话，士兵就转身离去了。④他的邻居，财政总 t~也被抢劫了。⑤

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是天黑之前最后一批上街散步的人。我

们发现，有人手里拿着一点食物从店铺里出来。看来店铺里还剩

下一点东西可卖，没有全被抢光。我们无法沿城墙志，因为德国

人和美国人已经用铁刺线把路拦上了。小道也被堵死，而且禁令

很严，我们只好从前门出去。前门前面的桥七站着警察和勇⑥。

勇的武器装备很差，在过去是不受信赖的，而现在却是依靠的力

量。这些兵卒特别散慢，萎靡不振。前门外大街左侧的一些漂亮街

道全都设置了路障。那里的店铺虽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但从破

碎的玻璃和被砸烂的壁板看，这里也没有幸免于难。街上并不十

分静谧.有时也能看见来往的人力车。我们走进左边一条胡同，

那里有一个名叫天乐园的儿童戏院，还有精雕细刻的旧式木版

@ 东岳庙为道教寺庙，距朝阳门约一公里，在今朝阳门外大街北侧。
② 齐化门又称朝阳门。

③ 东四牌楼位于朝阳门内大街及东四南、北大街交叉路口。如前所述，袁世
凯当时居住在外务部.
④ 锋尔孟当时住在新鲜胡同，位于朝阳门南小街东北部。见C.Schle皿皿er为锋

尔孟锋《国语."Guoyu" 一书〈巴黎， 1985年，第 8 页〉所做序言。
⑤ 严修(1860-1929) ，清季翰林院编修，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人，时任财政总

长.

⑥ 勇是正规部队编制以外的自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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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那里的行人较多，未来往往，走路很急，也有巡逻的警察。

一名警察对在被封的店铺里隔窗向外张望的店员说z"过了 8 点钟

就不许出来了。"我们刚想走出这条胡同，突然听见一声枪响。接

着，不少，[J人便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只好躲避。胡同里一个人

也投 i:i了。大马路的路口上.一个警察手里举着抢。我们迎面走

去，并且问他攀谈了几句。他的神色不好，有些惊慌。他对我

们出"他在那儿，把他拉土车了。"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

见确实 {f--辆车开走了，旁边还跟着一名士兵。我们沿街向回

走。这条街七空无一人肘，竞显得那么宽阔。我们附近又响起了

枪声。两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从一家店铺里出来问我们z"是冲谁

开枪7"这两个人面色苍白。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自这种表情

的。前门前面的桥上，勇懒洋洋地站着队z 警察在叫喊，有的还

往岗楼方向跑。我们和其中一名警察寒喧了几句，可他却滔滔不

绝地对我们说266哪个国家都一样。"他扣动手抢板机，放了两枪。

接着又说"那是个土匪，被枪毙了。哪个国家都一样。你们的国

家是我们的盟国。"他表示要请我们喝茶，还愿为我们叫辆车。可

是，紧接着，他又对我们说"你们赶快走吧。"看上去他很激动.

同时也很高兴。那天晚七他们是要抓小偷。

我们主到使馆界前面的大街上时，有人告诉我们，保定府开

始屠杀了。我是在奥地利公使馆前同锋尔孟分手的。

城里没在枪声，但城外还能听到。从黄昏到现在一直这样。

夜很静。有的店铺己经恢复营~;外国军队在外城巡逻，→些穷

鬼被处快，进城抢劫的士兵，几乎全部撒到城外。京汉铁路公司

的一名雇员----夜里带我去做弥撒的那个人一一一正在前门火车站

间朋友闲逛，士兵来了，其他人都跑了，唯独他被抓住了。他在

回答士兵时说z"我正在为别人打电话叫车。"他躲在一节车厢的行

李架土目睹了分赃的场面，财物中有银钱、绸缎和招皮。留在城

里的士兵，有的坐黄包车闲逛，有的两腿夹着枪席地而坐，有的

甚至连枪也没拿，还有的士兵连军服上的徽章都被扯掉了。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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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处决的人不少，而且多半是人力车夫。也有被公审示众的。

圈观的人都很清楚，那些人是因为犯了抢劫罪被处决的，但是，

他们仍然对那些人很同情，甚至有人在想方设法营救他们。我亲

眼看见从警署里走出一个犯人，我无意看他的面部表情，但从他

那稳健、从容的脚步可以看出，他并不畏惧。不过，如果你们有

这方面的好奇心，想知道这些情况并不难，奇人拍了许多这类照

片，并且还向妇女介绍处决情景。一份中文报纸用醒目的字体简

单而不加评论地报道J外国人目睹了处决情景，并且拍了照片。"

一切都很平静，但仍有关於发生劫掠事件的传闻。这已经不

是人们所关心的事了。既然袁世凯依靠了满兵，将来还会!ji什么

事呢?那么多城市同时发生烧、抢事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夭

津几乎全城被烧，保寇府也一半被烧，另一半遭抢劫。那些曾经

发生起义的南方城市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蓝天蔚将军①所部自从

jk一系列事件发生以来，似乎一直无所事事。他是否想来北京?

每天晚七晌抢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人们都不清楚吗?然而，店

铺毕竟重新开张了，而且大街小巷至少在白天恢复了常态，只是

偶尔能见到荷人被砍头。

六国饭店里拥挤不堪，公使*四个人挤住一个房间。我住的

那家旅馆里还住了一位有美国血统的客人，我对他没有什么好

感，其他房客见到他都很害怕，后来，同他住在一个客房的人都

躲到意大利人的房间里去了。这个人从不考虑自己说出的话是否

荒诞。他说外国人加强防御是错误的，还说中国人在五分钟之内

能攻占使馆界。这家旅馆地处外交区以外，这仅对那些公使夫人

① 蓝天蔚 (1878--1922) ， 1910年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奉天。留学日本期

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曾与北伐军军官联名上书(1911年 10月 29 日子读卅) ，请设责

任内阁，并以进攻北京相威胁。 11月 14 日，蓝氏被总督赵尔奖免去军职，旋赴上海。

1912年初，孙中山委以关外都督。 1912年 1月中，il[氏到山东烟台，指挥派~军支持

当地革命活动。南京下令，部队于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时被解除武装.蓝氏于 2 月 21 日

将部队搬回烟台，不久提出辞职。在北京，当舆论界对这些事件众说纷纭肘，蓝将军
的恐吓似乎比实际情况更危险。有关蓝将军生平，见《辛亥革命》第 6"&. 第363--
364页，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见中科院吉林分院历也所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

运动史叫 1960年，长春)，第210-214 、 235 --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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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mes d'Exce lIences) ..有利。那里住着一卜几位公使夫人。

她们吸烟，还用叉子叉着面包吃，好象什么都不在乎，看上去叫

人痛心。不过，她们身旁的小孩儿倒是聪明可爱，既胆小，又好

奇。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来避难的意大利儿童，他才两岁，两只眼

睛长得好漂亮，嗓门很尖，整天不知班倦地跑来跑去。为使我们这

个小天地里的人能真诚和睦地相处，我花费了一部分精力。这件

事情做起来非但不易，而且还常常引起中国人的极大不安。尽管

困难重重，可我还是认为我已经成功地促使一个漂亮、活泼，而

且应该说是很聪明的小女孩喜欢上了这个顽皮的意大利小男孩。

我很平易近人，中国小孩常拿桔子给我吃。他们常常用细小的声

音和我讲话、有时还恭维我，可是，我几乎听不请他们在讲些什

么。听不懂中国民，这是最叫人头疼的了!

我曾经战待过《日报》通讯员Ch. 贝蒂先生的来访。他看着我

书桌上放的这些稿子，问我是否知道一些内部消息。我回答说我

正在写家信。他不相信。假如我在信中既没谈砍头的事，又没讲有

关外界干涉及某些政治手段之类的情况，他会相信我确实在写家

怡。在这些事情上还能做出什么文章呢!更何况马上就要恶治这

些可怜的中国人了!我听到一些不堪入耳的话，真是无法写出来，

特别是有关贝尔诺先生的话。他被大学录用了，而且还公费旅

游。要是把所了解的事情都写出来，我会得到报酬的。我曾经想

为句:巴黎杂志P 写点东西。(罗达上①不在这里。)我讨厌利用这些

令人痛心的事情写文章未发财。也许应该写点什么，同时也应该

象其他人那样装懂，甚至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不想干扰

欧洲舆论，不想为可能给中国带来不幸及有损出国在这里的利益

的干活帮忙。我所说的法国在华利益.并不是指那些借口贸易，

$ 公{支 (Ministre吟，大概是指到六国吸店避难灼大臣。一一译者

• • 可能是指大臣的夫人。---译者

。) 块德蒙·罗达士，驻中国记者， 1909年前在武昌谣言学校讲授讼说，常为巴

黎 lL:派报 fij Jl!l稿， 1912年初?于在南京远留。见艾:挥作 e革命小的中国) (巴黎，

19\4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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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生活仅仅是为了伺机掠夺的人的利益。

我不认为事态会向悲剧方向发展。我觉得公使馆里的人很镇

静，同时也认为这里的人会正确对待一切事物。当然，刚刚建立

共和制就依靠满人，这是一种危险和不正常的现象。遍布农村劫

掠乡民的军队总有一天会聚集在一起卷土重来的，这 52一种潜在

的威胁F 宣布蓝将军的军队及南方军队的到米，可以说是暴风雨

即将来临的先兆。此外，日本人可能试图使事态恶化。到头米.

革命党人也会像捕人那样，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情况的发展与技

最初的恕象相反z 保护使馆界的士兵在巡逻，这对北京人米说，

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没有发现仇视外国人的举动，十分明显

的是，那些放火抢劫的人特别注意不伤及枪林弹雨中行走的外国

人。有的中国人还向外国人索要名片，帖在自己家的门上。他们

觉得这么做 I可以有更多的安全感。

我把书全都放在了公使馆里，目的是彻底放松大脑，安静地在

这个重又变成旅馆的房间里休息一下。夜里，夜没'ff埋头工作，

而是借口听到炮声，到外面观赏已经爬上城墙的月亮。除此之

外，我也可以有更多的，讨间给你们写封长信。这封信寄出之后，

我就动手给热里①写信。如果他想看看这方面的记述，就请拿给

他看，但是，一定要替11t认真保存，因为我没有拍下砍头的场面，

这封信也就成了我对此次事件的唯一回忆了。

[……]

( 3 月 8 日〉深夜，万籁俱寂，听不到枪炮声，但也听不到

往日都市的歌声，只有狗吠。报纸上讲蓝天蔚不来北京了，袁世

凯也找到了借款的办法。就这么结束了。

i圣白《汉学》第 6 集，第 1 期(1 987年) 0 

黄庆华译

① 热里是葛兰言就i卖师范学校时'的同学， 1914-1918年战争期间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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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

(1936年 1 月 9 日参谋本部)

f中国时局报》第 1 号

1935年 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

五省自治运动"，并先后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察政务委员会"。本资料从另一侧面披露目军的侵

略阴谋，供读者研究此问题时参考。

绪言

1935年 12月 18 日，在北平外交大楼成立了冀祟政务委员会。

宋哲元委员长以谈话形式表示今后将处理二省二市的一般政务。

总之，华北自治运动亦于此告一段落。根据报纸或社会上散布的

华北运动的印象，不无雷声大雨点小之感。但在混乱的政治璇涡

中，该委员会的成立，虽尚暖昧，但已向明朗化方面推进一步，对

此，则愿表示大体满足之意。

但我们最感遗憾的是，自华北自治运动表面化以来，我国一

部分不明华北实情的人，盲目相信为南京政府作巧妙宣传的外国

通讯，竟然散布"自治运动仅为我军部的工作"、"在经济七，华

北不值一顾"等等轻率的论调，妨碍舆论趋向，荒谬绝论，令人

吃惊。

真正严正的国策，固然不会为此种不正确的策动所左右，但

这种言论却为南京政府所利用，严重妨碍华北将领速下决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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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不同I否认的。

我们拟于此研究华北自治运动的本质，概述冀察委员金成立
的经过，以作将来的参考。

华北自治运动的发展

关于华北自治的思想，自 4停战协定》签订以来已有所抬

头，尤其以10 月 20 日河北省香河县爆发的民众运动①为导火线，

在各方面便日益表面化了。本来，华北自治运动的基础不是一钢

一夕形成的，南京政府过去十年来对华北的政策实可用"陪取"

一词加以概括〈参照附表) ，居民穷困旋惫达到了极点。这种榨取

政策，本来是中国军阀的惯用手段，不足为奇。但在满洲国日益

发展、蒋介石政权逐步后退的趋势下，华北有识之 t产生极愿华

北自治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变化。

中国民众向来对官方的威力顺从如羊，竟置弹压于不顾，开

始发动例如此次的激烈运动，其根源极深。必须知道，这是由于

对多年就政的深刻反抗意识及依靠日、满以打开困境的强烈要求

发生作用的结果。最近，帝国的态度始终严正不动，对此自治运

动虽表好意与同情，但实质上尚未给予任何援助，对一部分不正

之徒的策动，则在努力加以监视及抑制。华北各实力人物，虽面

临如上述的形势，但因以前的立场及利害关系各不相同，且缺乏

独立、独行的实力与决心，尤其以前在反蒋运动中已有痛苦的经

验，故认为若无日、满援助为保证而轻举妄动，将宵顿遭中央政

府压迫、徒招垮台的危险，因而无一能做出英明的决断，首先出山

身当难局。 11月 4 日南京政府突然发布币制改革，各实力人物感

到他们在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七将不得不屈服于南京。因此，必

须采取某些对策。

① Ø11 1935年10月 20 日日军制边的香河事件o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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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各将领的态度

华北实力人物中主要有z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荣、河

北的商震、万福麟，以及本年① 6 月华北事件时，继中央军撤退

后，自费哈尔省逐步进入问北省的宋哲元。

宋哲元曾是冯玉祥的心腹，又是国民党的中坚。 1929年参加l

冯的反蒋军队，进入问南，败后，一度退至陕西。 1930年又与阔

的反蒋战争相呼应 代冯指挥西北军，复遭失败，后历任张学良

的东北第三军军长、中央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等

职。

他既属反蒋系统，又是热问抗日战争及本年②察哈尔事件

的当事人，因此是反日系统的突出人物。然而，随着帝国的主张及

摘洲国的日益发展，他感到孤立，面临着将来不得不与日、搞合

作以打开局面的形势。但他洞察华北形势的变化，因此不失时机

地就任平津卫戍司令，井收揽华北民心，企图扩大、加强自己的

势力。

其他将领亦十分清楚，为了自己的将来必须与帝国进行友好

合作。但南京系统对这种做拉大力压制，万一合作未成而轻举反

对南京政府的旗帜，则大有被各个击破的可能。所以，各将领认

为，明智的办法是待他人合作成功再缓缓出马，因此采取所谓机

会主义的作沾。只有宋哲元的处境可能兔受南京直接的压力，故

工作逐步有所;进展。

1935年 11月中句的形势

11月 11 日，宋哲元针对开放政权、集中人材问题，对当时在南

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13 日，韩复架亦发出同

⑦② 应为去年，即1935年。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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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旨的通电。随后，殷汝耕及停战地区内各机关、华北新闻工

会、各大学有志之士皆纷纷呼应，可见华北形势布所进展。
当时，宋哲元一派所制定的计划，要旨如下z

(1)在华北建立亲日反苏政权。但鉴于南京政府

的反目政策，均摆脱其约束，采取自治〈半强立〉形

态。

(2)地区定均华北五省三市。

(3) 虽承认南京政府的宗主权，但在外交、内

政、经济等方面，保持高度自由。

当时，日本国内各报一齐报道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消息，引

起国内外的注意。但实际上.以上工作尚未进行到一半，他们即

发表通电及提出笼统的政策，以试探国内外的意向。与此同时，

一方面向南京发出"余正受日本之压迫与强迫，应如何处理俨等

密电，力图表面敷衍，避兔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宋哲元的部下

萧振谶等竭力奔走，恳请帝国援助。对此，我方依然坚决避免干

涉内政，而注视其情况的变化。

南京政府的离间工作

在此之前，南京政府一经察知华北叛离的形势，蒋介石即在

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亲自飞往山西省太原，说服阎锡山，声称z"

如阎能说服华北将领，使之团结，则将以阎为华北政治分会首

领，为本工作所需的经费由中央负担，且若实现以阎为首领，更

将授予外交、财政两权。"阎亦认为，现在山西正值经济危机，姑且

接受中央的扶阎政策，并非不利，遂决心出席六中全会。页，参

谋次长熊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北上，对宋哲元、韩复搜称z"中央

政府对华北的具体方案已经诀寇，故为局部自治或强立运动而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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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极为不利。"其他政府要人亦对华北实力人物不断发电.竭力

加以怀柔，同时，又调动部队，借口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

习，集中数师，且使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并准备大量军用

列车等等，暗示万一接到中央命令，可立即以武力镇压。未忘采

用威胁的手段。

南京政府一面对上述华北将领采取一切直接怀柔、威胁的手

段，一面间接动员公私宣传机关，进行有组织的宣传z 现在南京

政府已获得众多友邦的全面支援，政府正竭尽全力，适当调节国

民贫富的差距E 此次币制改革乃自力更生的第一步，企望由此增

加国富，抵御外侮。对国民暗示将对日采取强硬的政策，同时采

用联苏政策，以示对我方选行挑战的做慢态度。结果，11 月 9 日，

上海发生了枪杀日本海军陆战队水兵事件。继而于11 日又发生对

上海南京路日比节洋行的暴行事件。当时散布的传单上，堂堂(?)

写有z"中国由于日本之不断压迫，危机已达最高潮。与其坐为亡

国之民，不如奋然而起，向日本帝国主义挑战。"

以上情况当然源出于南京政府所指导的内部工作，而南京政

府对我官方的抗议则竭力加以辩解，实质上未表任何诚意.

蒋介石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声称z u国民政府之对日外交

方针，依然以中日亲善为主旨。"上述对华北的直接或间接、表面

或背后的离间工作，已给华北将领以如下印象z 似乎南京政府有

某种与日妥协的方案，如达成协议，或许完全丧失自己的立场。

如妥协不成，国民政府作为最后的手段，将不惜决战。在目前形

势下，日本是否将以武力解决，尚属疑问。

自治运动的软化

宋哲元一派的自治运动，总之从11月以来逐渐远到了高潮，

并有在20 日前后发表自治宣言的趋势。但韩复架及其他将领有

所怀疑，认为宋哲元一派独断专行，不屑与之合流，尤其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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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完全成熟之前，轻举妄动有危险。且南京方面的离间工作日

甚一日，故不易有所行动。宋哲元终于也感到独自处在浑沌不清
的形势下，决然出马有所困难。 11月 18 日，宋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

由于日本方面之压迫，现处于在11 月 20 日至 22 目之

问不得不发表自治宣言之苦境。

另一方面，又对帝国所派官员声称产将于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

幕后，即11月 25 日以后发表自治独立宣言。"采取拖延策略，其态

度显然已在软化。

帝国的态度与有吉明大使访问南京

帝国根据既定方针，始终坚持严肃态度。同时，内阁有关各

省已经密切协调，对华北形势颇表关心，注意不怠。而于此时，

当力戒为局部的形势所惑，必须洞察大局，进行处理z 对于此次

自治运动，亦应考察国际、国内的影响，政府与舆论形成一体，

运用有统制力的国策，逐步采取必要的措施，始有希望。关东军

前此察觉中国中央调动频繁，北伐气氛浓厚。为在万一情况下能

及时保护我在华北的侨民，遂于11月 19 日约将一旅团的兵力集结

于捕、华国境。为达上述目的，中国驻屯军亦随机对部队进行必

要的调动。对南京中央政府，又于11月 20 日令有吉大使会见蒋介

石，提出警告谓z 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不迅速采用适应华北形

势的态度，事态则有可能日益恶化z 中国方面且已将一部分中央

军集中于山东、问北省南部，但若企图将该兵力开进华北，以武

力解决事态，必将造成严重局势。

蒋介否对此表示如下意见，恳请日方抑制华北自治运动，作

为交换条件，拟同意实行外务省方面前所提出的三原则(0) 具

体实现亲日政策， (2) 彻底放弃反满政策及在华北实行文化合

作， (3) 共同防止赤化〕。但华北自治运动与实行三原则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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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问题，因此，有古大使→再坚决要求南京政府改正对华北自

治运动的认识。

冀东自治委员会的成立

当时正为了华北离间工作而四出活动的南京政府，利用有古大

使对南京的话问、向宋哲元、韩复架等发出虚电，声称，"中央政

府对华北问题的处理办法，经日本与中央政府协商结果，已获圆

满解决，近将见诸实行。"另外，又在广播中声称，通过李滋罗斯的

币制改革，"英国己保证援华"。除此之外还极力散布联苏工作告成

的消息，使华北将领越发缓下决心，可见宣传效果之大。这一

来，自治运动的形势极为混乱。在此形势下， 11月 23 日夜，战区

督察专员殷汝耕(前主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事变时曾代表上海市

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虽属蒋介石系统，但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政治经济科.并娶日本女人为妻，以精通日本情况著称。)突然在

天津召集各停战地区保安队队长，决定在宋哲元的谅解下宣布停

战地区自治p 继而于25日晚在通州发表宣言，同时成立冀东防共

启治委员会，其组织大纲如下，

(1)自治实施区域，除停战地区外，包括延庆、龙

门、赤挽三县，

(2) 委员会由委员 9 名〈保安总队队长 5 名，殷汝耕

及其秘书 8 名〉组成，殷汝耕任委员长，

(3) 外交和军事由委员长负责s

(4) 一切行政事宜遵照中国现行法令处理，但必要时

可单也公布法令z

(5) 管理一切国家收入 F

(6) 设置法院 F

(7)设置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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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的对策

前述的冀东自治宣言严草剌激了南京政府，该政府视殷汝耕

为国贼，发布逮捕令。随后， 11月 24 日，陈仪要求会见陆军驻南京武

官①，提出"拟命令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且ìI反能以全权与

日本方面谈判的高级官员"011 月 26 日，行政院又作出如下决议s

(1)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合，其业务由南京军事

委员会办理F

(2)任命何应钦均好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 F

(3)任命宋哲元始冀察绥靖主任，

(4) 免去殷汝耕职务，予以逮捕。

关于处理华北问题，中国方面于10月 30 日提出如下要点钱

(1)实行共同防共 p

(2) 对华北的币制改革加以适当修改 s

(3) 考虑到内外人民的密切关系，应圆满处理两者

之间的经济关系 F

(4)在财政方面赋予华北政权以相当的支配权〈有

发行一亿数千万元公债的权为) ; 

(5) 赋予上述政权以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的权力;

(6) 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政治。

南京政府最近诀寇派何应钦、陈仪、熊式辉、殷同 4 人北上，

与中国驻屯军多田司令官协商，接受日本方面就当地形势所提出

的要求，着手处理华北问题。总之，南京政府现已感到不能对华

① 即雨宫3号。一一原编者注

③ !lp所谓华北自治办法。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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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问题置之不理，似将亲手研究具体措施。建立依然处于南京政

府指令下的华北政权，并企图建立类似以往黄郭政权的政权。

何应钦等北上

对上述提议，我驻南京总领事①根据既寇方针表示了拒绝态

度。 12 月 1 日，天津市长程克向南京行政院发出1电报，称z"天

津附近今已面临一触即发之危机，自掌市政，苦无对策。观大势

所趋.如不遵从舆论，难挽狂澜于既倒。披沥衷心而待命。"宋哲

元亦认为，与其冒单独自治之危险，不在日始终在某种程度上与南

京政府妥协而稳便地进行工作较为明智。固此再三发电表明"等

待何应钦北主"。于是，南京政府急于作出决定，命何应铁北土。

何于12月 3 日抵达北平，与宋哲元一派反复协商。至12月 5 日，

宋哲元向何应钦提出辞呈后即行踪不明。萧振赢则代表宋哲元和I

订自治方案，敷衍局面，声称如此方案不予采纳，即全体辞职。

何应钦恐亦觉察到当地的形势毕竟非自己所能处理，终于在12月

7 日同意在保持中央体面的范围内建立能适应地方环境的政治组

织，并将此意见七报中央。南京方面在12 月 12 日发布命令，调商

震去河南，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主席。萧振撮等迅速察知何应钦

等的动向，遂加快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步伐，着于诠衡委员最

终在12月 18 日宣告该委员会成立。情况如上所述。

冀察政权的前途

主主于冀察政权的具体情况，至今尚不太清楚。，总之其组织大

纲为南京政府所制定，将来厘寇的各种法规亦需国民政府批准。

宋哲元曾扬言266不论以何种名义，总之，冀察政务委员会已

经成立。如顾及南京政府及余之体面，今后之处置，应由余自断

实行，实质土将脱离南京政府。"但如其以往态度软弱者不得不承

① flP 须蔚弥吉郎。一一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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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在今后形势下，确有转化的司能。

然而，今日事已至此，关于新政权及宋哲元本质的猜测，已

非其时。帝国惟有始终处于静观、监视的地位，不为当前局部现

状所惑，敢于坚持独自的见解，希望加强、促进新政权的机构及

其工作，并不屈不挠地向帝国既寇的方针迈进。

如果宋哲元依然采用旧军阀的惯用手段，一味扶植自己的势

力，无视华北民众的幸福，背离华北自治运动的尔意，那么其成

败亦可料知。前此成立的冀东自治政府不愿与冀察政权合流，其

原因即在于此。

如果现在宋哲元逐渐了解帝国的真意，其以后的措施逐渐吁

取，那是最欣幸不过的。如能进一步发奋实现理想政治，使华北

明朗化成为现实，这不仅是华北民众的幸福，而且阎、韩等也

将与之合流，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楷模。

结论

以上仅对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加以慨述。总之，帝国的态度

始终俨然不动，不为局部形势所惑，不玩弄姑息之术。国内外报

纸在报道中，围绕华北问题，一喜一忧，加以揣摩臆测。甚至有

人散布"日本军部之华北工作已告失败"等谣言，实属不堪，令人

喷饭。那些不察正义真理及大势所趋的人，不足以共论。

参考=
附表( 1 ) 

本表以较正确的统计为基础，供了解以往南京政府在财政方

面相何榨取华北作参政。

中央缸目华北的税收及税外收入

总计I 14000万元

细目，类税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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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税3350万元

统税1510万元

烟酒税360万元

印花税390万元

矿税200万元

交易所就及其他100万元

税外收入1000万元

中央在华北的支出额

~.H: 8350万元

细日 z

一舷行政费2220万元

征税费1280万元

军费 3150万元

外债负担额1700万元

{关税1400万元，盐税300万元}

差额5650万元

以上5650万元为中央政府每年自华北榨取的纯金额。

附表 2

从贸易及其他所见华北〈五省〉独立可能性的调查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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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分~ 项 日 {单位 2 摘 要

千元}

最近 8 年的平均数。输入平均为2， 240.000.000 
国外贸易 36.500 

元，输出平均为1.870 ， 000.000元。

交 摄近两年平均数，输入平均为1.940.000.000元，
国内贸易 33.500 

输出平均为1 ， 610 ， 000.000.元。

关于走私输出、输入金额，根据陆、海路走私输
出 走私输出、输入 20.000 

由、输入综合判断，大概推定为20.000.000元.

外国商社盈利金 5.000 
在华北的外国商社盈利金及其他国外汇款，推定

为5.000.000元.

小 计 95.300 

边槐贸易
根据对内蒙、外泼、新疆、青海等地贸易分'因推

5.000 
定.

收

对满陆地贸易 1.000 对满慨为海路贸易，但一部陆地贸易额由越.

山东.河北苦力 此为在满苦力携困山东、山西之款。据称每人大

的汇款 约拥有25元至35元，在满三年以上者中有人超过
10.000 

100元.每年接二、三十万人统计，并包括→般

汇款等.

入 外国人消费 在全中国的游客、传教士、外国公使馆、驻也

40.000 军、外国'自由自的消费，为 200.000 ， 000 元，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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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褒

金额
分类|项 目 I "(单位 g 摘 要

收

入

千元)

平津地区大、专学校中来自华南.华中的学生的消
学生消费 1 , 500 

费约按3 ， 000计，每人消费为500元.

小

差 领 t负〉 内、外贸易收支(除去中央征税〉总计入超额.

37.800 

截留中央榨取所 从国税140 ， 000 ， 000元中扣除关税、主k锐、外债担

余 56 , 500 保17 ， 000 ， 000元及历来中央所担负的地方行政费

76 ， 500 ， 000①元后所余者。

根据内、外贸易收支总计所得的余额，可充当财政
纯 余 18, 700 

来源部分.

注， (1 )现银的走私输出为暂时现像，故除外.

( 2 )对本表以外的数字虽不明'段，但地方税中有中央直接收纳者及依靠华中

资本从华北榨取者。

( 3)贸易外收支仅计特别显著者.

( 4 )关于关税等项目是根据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调查而得。

(5 )~般贸易上的统计数字是根据《华北海关统计年报) .其他资料是根根

驻外机构报告及满铁调查等.

附表 8

从贸易及其他所见的冀察两省收支表

@ 应为66 ， 500 ， 000元。 -j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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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l 项 目|金额
i<单位 g 手元) 摘要

女| 国内贸易 ! 同上，为最近兰年的平均数。与华北(五省)相览，
42 , 800 

!入超之青岛的出超情况。

海陆走私输出、输入综合情况，由华北(五省〉类
8.000 

输入 |按计算。

出|
l 指在华北的各国商社的盈利及其他外国汇款，扣除

3.000 
盈利金 |山东，特别青岛后的部分。

ìt 67.300 

因外贸易 13.500 

一一→十一

为秦皇岛、天津二港最近十年的平均数。输入平均

为 119 ， 700元，输出平均为106 ， 200元

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对外陆地

1 贸易
3.000 

外出谋生

收( 者汇款

外国人消费

1.500 

35.000 

入

对捕、蒙陆地贸易的推算数，与上海贸易不同，为

出超。

指旅客、传教士、外国公使馆‘驻屯军、外国船舶

消费情况的推算数。

学生消费

+a ., .. 、
『

a
a

J 

指平津地区大学生或教会学校学生消费部分，有人

推算为上记数额的三、四倍。

45.500 

, 0 2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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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表

l 金额
目

〈单位 z 千元)
搞 要

差 额 \<负 )21 ， 800 \贸易外收支①〈除中央征税外〉总计入超额e

截留中央楝取

所余
30 , 195 

纯余 8 ， 395

备考 2

l 叫〈胁川
察1.64仍5.0ω00元〉及固有事业收入等， 1 ， 20ω0.0ω00元，

合计7η2.34衍5.00ω0元.此是其中扣除关税、盐税等外

债担保〈占全中国12.5%，为8.500.000 元).盐税

1.650 ， 000 元及以往中央负担的地方行政费

32 ， 000.000元(包括军费 18 ， 000 ， 000元〉后所余的

金额.

根据内、外贸收易支总计所得的余'因，可充当财政

来源部分.

1 .困冀察两省分开统计的资料少，故多属推算者。

2. 贸易外收支仅统计其中特别显著者.有人根据观察对比更为乐观-

8. 关税及财政上的数字是依据华北驻也军的调查.

译自《现代史资料( 8) 一一日中

战争(~))第128一136页

王羹秀译马蜡校

① 应为"内外贸易收支" .一一译者

• 241 • 



，嘟嘟嘟嘟坠

;书评!
可品品精品.p

评保罗.A.科恩的《探索中国的历史 z

美国论述中国近代的历史著述》

哈旦特 -j辛忠多弗

这部著作评述了美国学者有关中国的大量历史著述中十分突

出的几个基本假诠。科恩指出，当这些历史学家就中国的过去提

出问题时，大都局限在一个框框里，这个框框所显示的不是中国

发展进化的历史真实，而是他们本人的文化偏见。作者认为，"研

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种带有种族中心主

义色彩的曲解" (第 1 页〉。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该书不是要阐

明中国的全部历史，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初

时'中国的历史著述上。

作为一名研究近代中国，有着多部重要专著〈包括论述19世

纪末叶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以及论述中国对这种冲击的反应

的两部著作〉因而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科恩苟充分的资格评价

其他学术界的专家。事实上，正如他在结言中所承认的，该书在

动笔之初，原只想对他本人著作中较为突出的几个立论前提进行

批评、反思。但他最终扩大了这项研究的范围，把那些他认为对

他本人的某些观念的形成和他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影响甚巨的

人也包括在内。

科恩庭从回顾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开始其评价

工作的。在"非专业研究阶段" (该阶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 ，美国研究中国的基金均由以前的传教士、外交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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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官员支配。阱恩指出，这→阶段没有产也什么有价值的成果，

其原因在于"他们这些人几乎没在受过一个学者，更不用说一个

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所必须的正规训练" (第 2 页〉。只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研究者们接受了亚洲语言培训，开始运用

中文资料，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才真正成为"专业化"的研究。但

是，正如科恩所写的，即使这支新兴的历史学家队伍经过良好的

训练，却也因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费正清的指导下完成学业的，脑子

里装满了许多严重限制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的思想概念。在50和 60

年代自关中国的研究和出版的总的趋向，都受到"中国对西方的

反应"和"现代化的冲击"这类主题的束缚。这种看怯的言外之意

是， "中国是一个停滞、静止、没有变化的 E实体) " ，有待"

生气勃勃的"、"现代化的"西方"帮它摆脱这种不幸处境" (第

57页〉。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史是一部从传统搭后状态向在西

方影响下逐渐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史。尽管科思对费正清、勒文森

和芮玛丽的著作十分尊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颇为赞赏，但他

认为他们的著作过分强调西方在中国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冲

击一反应模式值得注意的一个后果是，或者无视，或者在某些情况

下曲解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例如，在冲击一反应模式影响下，

19世纪的改良运动被当作中西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仅仅为了对

西方的挑战作出反应才发生的运动。科恩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

例子，由内部原因产生的变化被误认为仅仅是外国影响的结果。

撰著中国历史的第三阶段始于60年代，当时的第二代美国学

者满脑子充溢着帝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导致某种结果的力量〈不

管这结果是好是坏〉的想住。许多年轻学者捋击西方冲击模式，并

竭力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

此外，这些"帝国主义模式"的鼓吹者〈其中许多人为科思所重

视〉还提出，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也许不会走上"革命"之路。为

了全面评价美国这一阶段的编史工作，科恩也提到一些美国学者

大约在这个时期撰写的著作，他们论证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促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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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向豆好的方向变化的积极因素，外国的影响促进了经济发展和

社会前进，培育了自由主义。科恩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论的所有
鼓吹者，无论是正面鼓吹还是反面鼓吹，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在

重复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方泣。此外，所有这三种模式，无论是

"冲击一反应"模式，"传统一现代"模式，还是"帝国主义"模

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预先确定了西方的重要性，然

后再去证明它" (第 5 页〉。它们都流露出科恩称之为"剥夺中

国的自主权使之最终成为西方的文化领地的西方中心论" (第

151页)。

科息不受这种情况的约束，他在第四章和最后一章表明了对

"中国中心论"历史的偏爱。他声称，在一个由于越战而分化出来

的从事自我批判的学术团体的影响下， 70年代美国史料编篡工作

豆加广泛、~加全面地转向对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中心论的探讨方

拮就是→个具体体现。中国中心论探讨方法有它自身的特

点: (1) 在判断什么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时，采

用中国而非西方的标准J (2) 以地区、省、县戎城市为单位划

分中国，进行地方史研究J (3) 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

阶层，集中研究民众的历史J ( 4 )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

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在这种探讨中，重要的不是中国

和西方之间的比较，而是在"单一的文比范围内，前后两个特定时

期之间" (第189页)的比较。科恩还建议修正中国历史的现行分期

方站，他不同意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是鸦片战争的说法，主张把明末

到20世纪40年代看作一个连贯的整体。科思这种意见所依据的事

实是，近年来的历史著述显示，诸如中国的人口爆炸、乡衬经济

商品化、满族专制制度之类的内部发展进程都有着深刻的根源，

不应仅仅由于外国在1840年以后的几次示威行动而头脑模糊。

《探索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对许多人所

接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疑问。到目前为止，这本

书的绝大多数评论者都引用科恩经过反思选择的著作来证明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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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有轻度的"哈佛中心论"倾向。换句话说，他的论点和建议几乎

全都是从特定范围的研究中生发的。这些评论家争辩说，倘若科

恩的视野豆宽一些·他就会"发现"，有些历史学家在中罔中心
论的探讨1jl~主变得"时髦"以前早就运用古种方法了。不过，我

宁 ilJ集中谈谈与科恩的论点有关的共地一些问题，也不想括:主条

线再批评下去 i\

2在一个问题关系到科思对中国历史撰写工作民期发展过程的

看峙。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时选行的14 中国的学术研究

完全说成是非专业性的，恐怕:主分简单化。据太平洋关系学金于

1928年主持的一项研究称，美国当时有 8 所第一流大学开设东亚

研究课程并古学位计划。在这些大学中，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开

设了26门课程，加利福尼亚大学一-25门，斯坦福、哥伦比亚和l

哈佛大学各开设15门，耶鲁大学一一5门。就在同一年，哈佛己

扩充它的自关创办哈佛一菇京学院的i-!'ilj。此外，哥伦比亚、乏

力!l哥、哈佛和伯克和IH者大学在本世纪1:半叶就在不断扩犬它们的

中日文馆藏图书。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关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在很多方

面与欧洲的状况并无多大区别。县然很久以前就有对中国进行学

术研究的兴趣，但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里(沾国例外)，汉学研究

还是"由以前的传教土、外交官和l诸如此类的人士去从事的"。

直至1930年代，在牛津 fll剑桥两所大学，中文教授的职位仍分别

由一代代传教士和外交官担任。东方学院监建于1916年， 111.它最

初是为给大英帝国培养文职人员却外交官而创办的。在德国，第

一个正式的汉学教授职位〈首先授与傅兰克， OUo Franke) 是

江堡一所学院 (Kolonial Institut der Freien und Hansestadt 

Hamburg) 于 1909年设立的。在荷兰，莱较大学的中文教授职

位一直由外交部巴达维亚处的前任官员们担任。

只匀'法国情形不同，早在1814年，它就清楚地认识到对中国

ill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法兰西高等学校那时已设主教授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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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教授职位。第一位任职者雷暮抄 (Ahel Rémusat , 1788-

1832) 靠自学掌握了多门远东语言。除了汉语和满语，他还学过

蒙语和藏语。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一本辞典和一本江语

语注艇释。雷暮沙曾担任《学者杂志~ (Journal des Savants) 

的编辑，并且是巳黎"亚洲学舍" (Société asiatique) 的创始

人和第一任干事。他研究制ì1了一套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明的

正规敦学大纲，从雷暮沙培养出众多颇有才华的后继者，如儒莲

(Stanislas Julien) 、沙畹 (Chavannes) 和马伯乐 (Maspér时，

即可估量出他的成就。在沙畹和其他伟大的法国汉学家，如葛兰

言 (Granet) 和戴密微 (Demiéville) 的著作中，我们还发现迫

尔凯姆 (Durkheim) 的影响。这也许是"社会科学和中国历史

分析相结合"的最早证据。

如何解释战国对中国的研究较其他列强为早这种差异呢?吁

以自远地说，雷暮抄的保护人S .德撒西 (Silvestre de Sacy , 

1758-1838) 的活动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无关系。德撒西是一个

关心人文主义、学术上才华横植、政{台上极端温和三者兼备的杰

出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和主要以拮国外交部驻外东方学专家

和拿破仑顾问的双重身盼"进行的政抬活动"，东方研究-一不

仅集中研究汉语，而且研究梵语和阿拉伯语-一一才在法国革命之

后成为受到承认的研究领域。德撒西是东方学学术成就和政府政

策之间的重要纽带。

在美国对华研究的发展进程中是否也有一位相当于德撒西的

人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费正清一一科恩的导师、中国史

学研究"哈佛学派"鼻祖，也是科恩达部"探索"大作的起点。

但是，费正i青并不是一个对哈佛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的

人。正如科息清楚地写明的，无论费正谓"在持续50余年的生涯中"

持什么观点， "……总而言之.他对来源于神种不同于恤本人的

前提的学术成就总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一点他从不会疏忽"(第14

页〉。如果费正清最近的出版物《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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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 985年出版〉也算一种判断的标准的语，那么费正清

实际上己朝着"中国中心论的探讨方法"前逝了。从书名即可看

出重点有所转移，不是1840-1985年，而是1800一1985年。

说到费正i青的修正，这与我想谈的有关科思著作的第二个问

题有关。费正j青同其他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样，他不能促进，只

能反映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障神思想、迫切关注的事情扣价值观。

历史学家不是在真空状态中写作。如果了解"传统"和"现代"

之间的鸿沟是20世纪50年代历主学家撰写史书时主要关心的问

题，而在70年代"帝国主义"又成了他们著书时主要关心的问题，

那么这些作者只不过是以美国某个特定时期的特定政治价值观

来说明他们迫切关心的题目〈无论是正面的迹是反面的〉罢了。

不过，这些历史学家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他们同时参与了如

何书写历史的工作。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立场和好恶之间青一

种必然的联系。科思这部著作就是要说明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

是如何体现这神联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我们都对中国历

史多了几分了解。我们应当为科息以如此诚实、如此敏锐和如此

令人兴奋的方式介绍美国近代中国研究的学术成就宝库而向他表

示祝贺。

飞…一.缸町 … 二
一千归 .. 

译自《通报E 第74辑(1988年〉

曾学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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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南京事件的反省》唔

现代史研究家 冈部牧夫

在日中战争的南京进攻战中(1937年12月) ，日本军对中国

的民众和士兵施以屠杀、暴行、强奸等暴虐行为被称做南京事

件。事件的死者前后边20多万人。日中战争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

义野蛮的侵略战争，而南京事件作为这场侵略战争的践暴性、非

人性的象征，激起了世界的愤慨，对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南京事件在日本没有被报道过，国民直到战后也不清

楚。不仅南京事件如此，柳条沟事件的策划、芦沟桥事件与战争

全面扩大的关联，以及日本决意对英、美宣战的政策的决寇过程，

也全都对国民隐瞒了。偏狭的天皇制教育钝化了国民对世界的

客观、相对的观察，致使国民片面相信政府及军方的宣传，盲目

支持侵略战争，以致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战败后，随着日本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国民才醒悟到受了

欺骗。确实是受了欺骗。然而，实际上这虽是原因又是结果。他

们不去冷静地开清为什么被欺骗和因此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对比

进行道德上的省察，就不能保证不再度被蒙骗。然而，战后的日

本社金就这样缺乏这种根本的反省，日本发迹成为今日的经济大

同。

仅就南京李件而言， 70年代铃木明、山本七千等人就曾大肆

‘南京事件的反省，作者为洞富雄、鹿原彰、本多胜一.日本"大月臼店"

出版。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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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南京事件虚构论" J 80年代田中正明、板仓由明等人又进

行同样的血惑宜传。这些都是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表

现，但是对于南京事件问题，也有人这样认为z 即使事件本身对

日本来说是不体面的事情，但也应考虑无顾忌地认定事实，并在

此基础上与其它国家的人民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者洞宫

雄在《近代战史之谜)) (1 967)、 《南京事件)) (1 972) 等一系

列著作申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探入的实证研究。((朝日新闻》

记者本多朋:一在中国人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以"中国之旅"为

题在 4月日新闻步上撰文连载(1971 ，翌年以单行本发行) ，给

国民以很大的冲击。{且尽管如此，到80年代前半期，作为历主学

家对南京事件进行专心致志研究的只有桐富雄一人。研究虫料的

积蓄很难说上充分。正因为如此，荒诞无稽的"虚构论"才得以

横行，文部省才有可能不当地介入，注科书的检寇王作。

iH于对这种事态的忧虑， 1984年 8 月始，本书的三位编者组

织了有中国史、日本虫研究者，新闻记者，律师等各类人员参加

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在持续举行例会的同时，对南京、台湾

等地进行了访问。经过调查、虫料收集、研究交流，为南京事件

的研究带来了新局面。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 (岩波小册子，

1985) 、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 (青木书店， 1986) ，

t同富雄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 (朝日新闻社， 1986) 、本多胜

一的<~通往南京的路~ (朝日新闻社， 1987) 等著作都是这个研

究会的活动成果。其中夫于古田裕、泪富雄两人的著作及秦郁彦的

《南·京事件>) (中公新书. 1986) 的书评，登载在《日本史研究》

302号上(1987年 10 月) ，请参照。

本书事实上是南京事件调查研究金品初编集的著作，收集丁

以下14篇文章z
、

1.围绕南京事件的争论与证言的有

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及教科书、教育问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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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胜一的 4 日中的两个活证人川

;同富雄的《松井大将阵中目;主窜改前后问

吉田裕的《十五年战争史研究及战争责任问题-一

以南京事件均中心问

井上久士的《南京事件及遗体埋葬问题忖

君岛和彦的<< "南京事件"的肯定及"南京犬屠杀"

的否定)) , 
石岛纪之的《围绕南京事件的新 ì{;命点儿

2 .关于南京事件与中国的有

孙宅巍的《南京事件和唐生智)) (笠原十九司译) ; 

井上久士的《南京事件与中国共产党问

姬回光义的 4在台湾的"抗日战争"遗产~

3. 关于南京事件与新闻界的有

和多回进的 4铃木明民对"取材"的取材)};

高崎隆治的《株式会社、 文艺春秩对战时与现在的

看法>>0

4. 补论目本的战争罪行一一鸦片、毒瓦斯战的有

江口圭一的 4 日中战争时期日本的鸦片政策)};

吉见义明的 4 日本军在中国及东南亚进行的毒瓦斯

战》。

从这个目录可以了解到南京事件以及今天围绕南京事件所展

开的多视野评论的状况。可以说要象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对南京事

件进行认真思考，从而明确日本的侵略责任，本书是必读的文献

之一。

不过，被收录的文章〈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不能一→介绍和评

论〉中的许多篇己在其他地方发表和在讲慎中介绍过。新的、未发

走过的似乎只有洞、高崎、江口的三篇，因为这些文章最初友表

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文章的难易程度就存相当大的差别。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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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书来说，在内容上有点缺乏条理性、系统性。卷首的藤原

的讲出速记虽然对南京事件作了很好的介绍与解说，但对于希望

对事件有深入了解的读者来说，这未必是一本适宜的初读文献。

因此，要想进一步深入了解事件的真相，应当读读前述的藤原的

《南京大屠杀》一书。如果从钻研、实证研究的角度考虑，吉田的

《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一书为好。若要理解本书中洞的论文，

那自必要先读读洞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P 一书。

然而，总的来说，本书对 F那些掌握有关南京事件一定的知

识背景，并企图进一步了解南京事件的究竟、现状、问题点的人

未说是颇为有益的。古田、石岛的论文对围绕南京事件的论争及

研究过程进行了批评性的整理、编辑s 井上的两篇论文展示了对

亨件的实证研究〈对中国方面的埋葬人数纪录的可信性所做的进

一步强调，我认为很好);从孙的论文可以看出中国对于抗日战争

研究的客观性正在增加F 和多田、高崎的论文反映出日本广大新

闻界对非伦理性的思想形态的暴露s 另外，江口、吉见的论文告

诫人们不要只是孤立地看待南京事件，井进一步揭示了深刻认识

日本侵略战争，听包含的全部残虐性、非人性的必要性。

今天，南京事件"虚构论"的谎言已露出其破绽。但是，对

于诸如不恰当地缩小对牺性者人数的统计以淡化日本军的残暴性

的言论，以及仅根据某些证言、史料构成的所谓"实证"等伪装

登场的情况却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例如=献本正己提出南京事

件中的死者既然不是3 ， 000人，就是6 ， 000人左右F 板仓由明提出

是13 ， 000人 E 秦郁彦提出了死亡人数是在38 ， 000-42 ， 000人之间。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军事史专家的秦郁彦尚不能对死亡人

数有肯定的说拔，那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是不能将这类资料作

为论据来使用的。

中国方面对南京事件中死亡人数的认定与日本的研究之间存

在着差异。中方正式提出死亡人数为30万。中国的一名研究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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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事件中被杀害的士兵约为 8 万人，若加上→般市民的牺牲人

数20万，共计30万。对于此数字的确切论谊，是我们日本人今后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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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日本

后藤延子

对中国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批判的研究，正确地反映中国

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日中之间建立真正平等的、世代友好的关系

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为此，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们自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那一天起，→直在对这次战争进行深刻反省

的基础上，寻求研究中国的正确观点和方法，这是一条曲折的、

充满险阻的道路。

因为这一工作对曾经无视蕴藏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主

义思想，沉醉于"大东亚共荣圈"迷梦、发动侵略中国的日本当

事者来说，决非轻而易举。它意味着必须对那些导致主观地、歪

曲地认识中国的日本历来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深刻的清算，也

可以说这实质上是日本人自我认识的问题。

本文将对1945年以来日'本学者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

面所经历的探索过程以及目前所形成的主要观点和方陆作一简要

介绍。

1945年以来，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日

本的中国研究产生方向性、决定性影响的是竹内好①于1951年出

①竹内好 0910-1977) .原东京都立大学教授，鲁迅研究家.他的《现代中国

论) (1951年〉→文现收入《竹内好全集'第 4 卷(筑摩书房出版. 198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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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吃现代中国论'一书中 IIt录的他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竹

内对战后日本人遇到的两方面问题作出了断然的回答，从而为许

多日本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这两个问题是，首先，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为什么会态上侵

略其他亚洲国家的道路z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近代化过程究竟存

在什么样的重大缺陷F 今后日本要成为一个新生的、和平的民主

主义国家必须从哪些方面对过去进行反省与革新，等等。其次，

应当怎样理解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势

如破竹进行新中国建设的事实。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蒋介石

被中国人民抛弃，国民党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性利地统一大陆

等重要事件完全出乎意料。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象征

的高度修养和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热爱。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愚昧无知"、 "软弱无力"、 "自私自利"、 "不

讲卫生"·一句话，几乎被认为不可救药的中国人民，却成了有

觉悟的国家主人而站立起来，他们战胜一切困难，消灭了文盲、

小偷、娼妓和老鼠、苍蝇、蚊子，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事

实给了日本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动。因此，当时的日本人以惊

异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历史的这种变化，对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使中国人民获得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样一个觉，她的优良

作风到底源泉何在，她在思想上与同样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

联共产党布哪些区别等等重大问题，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竹内对上述两方面问题作了如下回答z 他认为，近代化有

"转向型"与"回心型"两种类型，日本属于前者，中国则属于后

者。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是把新事物与正确性加以等同，回避与本

国传统文化发生深刻矛盾、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在追求和仿效

西方文化、因而是一种割断历史的不实行自我革新的表面的近代

化。中国的近代化则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流入进行过顽强抵抗并

以这种抵抗为媒介同本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较量的近代化z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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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从自己内部进行革新，在深刻的矛盾冲突中抉择出传统文化的

最优秀部分，用以唤起民族生命力重新昂扬的近代化。因此，向

来的 jjjT谓近代化的先进国家的日本和后进国家的中国的看法是完

全错误的。 1945年战争失败所暴露出的日本近代化路线的破绽和

1949年中国的解放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历史事实显示出，中国才

是近代化的先进国家，而日本倒是后进国家的真实形象。

竹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他在日中两国近代化的对

比中，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豆豆具有彻底性和深刻性的这种见解，与

1949年 5 月经由日本访问中国的杜威的见解十分相似。而竹内，本

人也不否认他受到杜威的影响。

因此，竹内以中国近代化作为理想模式进行对比并指出日本

近代化的缺陷的这种议论，给战后处 F思想混乱中探索出路的日

本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认识的依据，同时也给许多研究中国的学

者指明了认识中国的方向。此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群众

路线的领导方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方怯，以及以农村包

围城市为特点的革命道路等等，对所有这一切的渊源和由来的探

讨，就成了日本虫学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课题。换句话

说，就是日本学者把探讨中国革命的特点当作了主要课题。这样

一采，带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进行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

作为革命思想史，即作为中国革命特点的形成过程，就成为学者

们广泛接受、畅行无阻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创始人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最早的传播者一一李大钊及

其思想，就成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马克思主义源挠的基

点，引起日本学者的特别关注。其他思想家，例如谭嗣同、章炳麟

等，贝11 作为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先驱，也得到较多的注

意和研究。

既然把中国近代思想虫作为革命思想虫，作为中国革命胜利

的组成部分来看待，那么把那些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和中途脱离革

命队伍的人们以及与形成中国革命独有特性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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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们大多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就是必然的T。这样，对于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从政治思想标准出发之外，其他多方

位、多角度的观察和探索其特性的道路，几乎完全被堵塞了。所

以说，竹内好的言论，对于日本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向，

确实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还必须指出，形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资料条

件的制约。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的严重缺乏，给研究工作带来极

大的困难。而且，资料的来源只有仰赖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那些当时在中国受到重视、被人研究并积累了有关研究资料的

思想家，成为日本学者的研究对象。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利用台

湾的资料，但是对国民党政权抱有恶感和对人民共和国怀着敬仰

心情的人们，对利用台湾以至香港的资料存有一种心理上的抗拒

感，因而自我关闭了这一资料来源。

在介绍战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时，

我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对曾经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

的先驱者李大钊的研究。这是在日本研究得最多的→个课题。

一
一

40年代未开始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应为野鼠

咽郎CD，他先后发表了《胡适与儒教>> (1 948年〉、 《中国的人

道主义传统>> (1957年〉、 《民本主义者孙文>> (1 957 年)、

《无政府主义者与五四运动)) (1960年}、《五四运动与日本人，

0963年〉等论文。上遥文章于1966年汇集为 4亚细亚历史与思

想E一书出版。

野原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功绩在 h

③野原四郎(1903-1981) ，中国近现代先专家，伊斯兰教专家，原专修大学数
援。 1977年发表‘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 ，现收入《江上波夫教授70寿辰纪
念论文集.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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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社会经济组织的同时，把布目的地进行思想改造作为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的特殊课题。而李大钊在(( "少年中国"的"少年

运动" >>一文中所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

的主张，则是这种思想的先驱和原型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野原

这种论点以后为许多人所接受，成为大家」致的看f去。

出生于1903年，早在日本战败前就已成为中国史研究者并自

成→家的野原先生，边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向许多方面展开的可能

性进行了细微的考缤。他一向以具在周密严i莹的研究态度和尊重

事实与资料的实证主义学风而受到尊敬。 1966年骂那场使日本人

的中国观遭到震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深深地陷入

了矛盾和迷惑之中，他正直地宜告对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持保

留态度，并拒绝对之进行评论。此后，野原关于李大钊的论文

《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是他于1979年根据俄文资料写

出的，该文介绍 f李大钊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57年里井彦七自11③发表了飞'李大钊的出发点》一文，对解

放后中国的李大钊研究者普遍持在的论点一一李大钊的思想发展

过程是从战斗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提出 f质

疑。里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决忘了青年李大钊

的思想，在迈出第一步时不可能直接地成为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应当把处在辛亥革命以后复杂、困难的社会政治状况下李大钊思

想所经历的艰辛、曲折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原原本本地反映出

来，而防止某些过分简单化的顿向。

里拌以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时与同学创办的 4言

①里并彦七郎 :1917-1974) ，中国近代史专家。他的《李大钊的出发点-一

以〈言治〉期的政论为中心) (1947年(史林'第40卷第 s 号) ，现收入主专著作

《近代中国的民众运动及其思想> (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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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杂志论文为中心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个时期(至留学之前〉

李大钊的思想客观上起了拥护袁世凯、批判国民党的作用，但其

主观意愿却是祈求人民过和平幸福的生活。随着袁世凯专制、反

动本质的暴露，李大钊的主观意愿与客观作用之间的矛盾也 Ll ì斩

突出，从而使他陷入深深的迷惑之中。为了寻求答案，他终于选

择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去提高个人的思想认识能力，从而踏上东渡

日本留学之、途。

里井采用注意其思想内在矛盾的辩证方让，考察在民国初年

复杂社会政治状况下李大钊的思想是怎样在迷惑和苦闷之中一步

步发展起来的，从而对青年李大钊的真实面貌做了具体、缤密的

分析刻圃，生动地揭示了李大钊非同寻常的思想境界，给人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里井这种研究方站的缺点，是他把主观愿望与客观作用

分割、对立起来，忽略了两者在整体上的必然联系，即拥护袁世凯

的客观作用是他主观意愿的必然归宿这一点。总之，里井揭示了

4言治"时期李大钊思想中潜藏的弱点和问题症结，但却没有说明

李大钊在以后的留学时期中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他昌然准备

写有关 4甲寅》杂志时期的李大钊的论文，但由于受到资料的限

制，没有完成这一研究，中途将注意力转向了义和团运动。

四

西l顺藏①的杰出工作，使得对李大钊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活跃。

他在1960年发表的《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人民概念》和1961年发表

的《李大钊》两篇文章中，在继承前述野原四郎的观点的基础上

又有了强创性、代表性的发展。

①商贩藏(1914-1983) ，原一桥大学教授，中国思想先专家。 1960年发表‘中

国近代思忽中的人民概念"载《近代亚洲思想虫讲座，中国篇(1) • 1961年发表
《拿大树) .载《一桥论丛，第45卷第1号.这两篇文章现收入他的著作‘中国思想
论集) (筑摩书房出版， 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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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t文中，他探讨 f康有7-J、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和李大

钊 iIF每个人的人民观，指出是李大钊第一·个把具有主体思想的每

个单个人概括成人民总体，提出中国历史上新的人民概念。西顺

藏指出，李大钊把她rl日的专制王朝制度最下层的‘被动的人民

的概念完全颤倒过来、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体，即群众

路线领导方怯产生源泉的人民概念。

在后文中他又指山，李大钊主张必须在精神解放作人民解放

运动的基础。重视思想解放是李大钊的革命概念所独具的特点。

在李大钊研究中有成挠的还有政治思想虫工作者野村浩

一①。他于1962年发表了《五四时代国民的思考>>， 1963年发表了《近

代中国的思想家)) , 1970年综合以上两文又发表 r题为‘五四U'j

期革命思想、中的李大钊》等文。野材不仅接受和继承了西顺以广

泛、深奥的形式所阐述的上述李大钊思想的特点，而且进一步以

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特征加以发挥。

野村认为，中罔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在于重现精神解放，提出

主观能动性的哲学，而这一点又是从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

思想中发展而来的。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从马

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唯有人民才是历史主体的理论主张。

自从野原四郎提出关于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的研究

主张以后，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共鸣。李大钊在1919年秋《我

的马克思主义现》和<<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中所阐述

的"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的主张，3!!J 1920年秋季以后表面上已从李大钊思想中完全捎失了。

这种主张到底在李大钊整个思想形成过程中占有什么位置?它是

否果真能代表李大钊的思想?应当怎样评价它才算周密和恰当?

实理上土豆塑主张是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确信无疑阻尚未

① 野村浩→(1930一)立数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专家.1962年发表‘五
四时代国民的思考) (<<思想，第453号)， 1963年发表《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思想，

第464号〉。这两篇文章被改编为‘五四;Jt期革命思想中 'f.;~犬刘并!民人!也白著
作‘中国革命的思想) (岩波书店出版， 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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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其实质，思想上连处于榜徨、反复状态，正在向马克思主义

转变之中的过渡期的产物。

其次，野衬认为李大钊欢迎俄国十月革命，从中看到世界新

纪元的到来，这是因为俄国革命使劳动者掌握了政权，真正成了

国家的主人。李大老IJ所以能够把握俄国革命这种世界历史意义，

这要追溯到早在1916年他在《民彝与政治》中所形成的、把民众视

为支配政治和历史的主体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个民主主义思想

基础上，吸取俄国革命中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庶民成为国家政怡主

人公的指导思想，从而形成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即"平民主义"

思想。问题是，这种"平民主义"思想是否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特征，或者说它是否直接地与毛泽东思想联结起来?当然

即使有联系，也需要镇密地探讨之间的中间环节和媒介，同时还

必须对其思想的、社会的基础作出具体的、实证的解释。

五

与上述各位比较，属于年轻一代的丸山松幸①和近藤邦康②，

M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关于李大钊的论文，展开了精力充沛而活

跃的研究活动。丸山几乎与里井彦匕郎同时发表了他的大学毕业

论文《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 ，从而成为年轻学者中引人注目

的人物。

丸山特别注意到李大钊思想深处所蕴含的那种强烈追求打破

① 丸山松幸(1934一〉东京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虫专家。1960年发表《亚洲

民族主义原型) ((历史评论'第113号) , 1960年发表《陈独秀与李大钊) (大安

书店出版《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 ) , 1969年发表《民国初年的询和论> (<<关西

大学中国文学报，第 2 号) 0 以上 8篇文章收入他的著作‘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

〈研文出版社出版， 1982年九1969年出版《五四运动及其思想史'一书(纪伊国屋丛
书}。
②近.邦康(1934一)，东京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 1964年发表俨民

国"与李大钊的地位) (<思想，第477号〉一文，现收入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
研究)(劲草书屋出版，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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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变革社会的实践志向。井且指出，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

是把它作为分析现实、变革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而加以重视的。

虽然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少是从中国的现实引伸出来的，

可能含有不纯粹和不完善的地方，但却超越了传统的与现实无缘

的书斋式〈纯知识〉的、教条主义的解释，从而使李大钊思想豆

加丰富，更具现实性。

此后，丸山陆续发表了《亚洲民族主义原型阜. (1 960年〉、

4陈强秀与李大钊) (1 967年〉、《民国初年的调和论) (1969年〉

等论文，并且在此基础上于1969年出版了《五四运动及其思想史'

一书。丸山在该书中把五四运动当作青年学生对"僵化的民主主

义"的反抗，以当时青年学生的意识和心情来理解文化大革命中

的红卫兵和60年代末先进资本主义诸国卷起的校园纷争中的学生

们。认为只有无秩序的混乱状况才是产生变革活力不可缺少的前

提，并相信民众自发的运动具有白发地形成秩序的能力。要砸碎

所有的压制机构，把一切交给群众处理，要创造这样的群众，自

己也作为其中的一员，一一唯有如此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运动。

丸山认为这种思想才为李大钊所具有，是他已达到的终极观念。

这样就使李大钊变成了一位带有放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人物。

对文化大革命中潜伏着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引起注意的丸山}

从70年代开始就对请末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进行了研究，从而探

讨了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以及这种思潮在中国现代被

流传下来的原因。

丸山的研究方陆的特点，简要说来，是把其自身生活的日本

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直接而生硬地加到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身上。

不能否认，带着这种尖锐的主观意识去接触所研究的对象，有时也

会收到一定的效果。正如丸山自己所说，他在处女作中提出的问

题，正是50年代后半期在日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流传的、认为

只要学到马克思主义就能实现变革的这种幼稚思想的反映，而且

这种反映更加注意理论对现实的重要实践指导作用。因而李大钊

• 261 • 



思想深处那种远求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就格外引起丸山的注意，

尽管李大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能有不纯粹、不完善的地

方，但他能在自己所能理解的范围内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现状，

指导未来的变革，这正是李大钊作为思想家的伟大卓越之所在。

也许这便是丸山首篇论文研究方站成功的地方n

可是，在《五四运动及其思想史》一书中过于生硬地表现了生

长在现代日本的作者脑海中的现实意识，从而远离了作为1919年

→个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本身。显然，五四学生运动不是对"僵

化的民主主义"的反抗，而是为民主主义的确主所作的斗争。同

时也不能以这种意识和心情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先进

资本主立各国校园纷争中的学生们2 而且李大钊也决不是崇拜群

众自发性、赞美盲目实践的虚无主义者。早在《言治》杂志创刊

时起，他就着眼于现实，构想出各种变革的方案，有时还为此实

行妥协。但是，政治家这一面却被作者忽略了。这一来就有可能出

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名义上在研究李大钊，实际上是在表达作者自

己的意思，从而使研究工作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近藤邦康则更加

极端、主观地把李大钊在((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文章

中阐述的民众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视为毛泽东革命根据地思想

的先驱。

上述60年代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状态表明，这种研究存在着严

重的内在弱点。战后日本研究中国的基本方向是以中国为近代化

的模式，以中国革命的成功作为理想，并凭借这面镜子去寻找日本

近代化的缺陷，从而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肯定的tr.场，而

且有时又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加到中国的现实上。这种超出实际的

赞美使研究工作陷入片面性。然而，这种状况无宁说是对1945年

以前大部分中国研究者蔑视中国、忽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

意识的一种反动，总之，是整个地翻了个个。换句话说.把中国

当作科学的研究对象，真正客观地.批判地去认识它，那并非易

事。在真正科学的中国现的形成方面，可以说自 1945年以来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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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见有多大的进展。

当然也必须指出，在思想虫这个学术领域中，中国近代思想虫

的确究有其特殊的困难。既然思想虫研究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门，

那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观察的客观

性乃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为此以资料和事实作为立论基础的

考证工作万万马虎不得。不过，思想史研究如果只停留在弄清研

究对象的思想或给它添加一些知识和信息量，那就差得太远了。

思想史研究还要求给有关对象以评价，即研究者要发表自己的主

观见解。但在评价问题上，仅仅凭着后代人的优越地位对过去思

想家的长处、短处进行剖析和判断，这没有任何意义。这里听说

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是指研究者自身带着所生存的现实社会面

临的问题向过去的思想家发问和请教，从而得出一个较当时更为

探广、豆能揭示问题本质的答案。这种答案究竟能否为研究者所

生活的现实社会所借鉴，完全取决于对过去思想家所作的评价。

为此，研究者必须保持敏锐的头脑，具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过

去的思想家的基础上摄取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的能力。

因此，思想史研究是以历史上存在的思想家为客观对象，与

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每识严密地、谨慎地结合起来的学问。在这里，

虽不能把过去的思想家当作工具而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强加于所研

究的对象，借对象之口表述研究者自己的意思，也不能躺在研究

对象身上，在观察研究对象时不加批判而陷入个人迷信的境地。

..-L 
/\ 

1966年开始的中国文化大，在命，使那些根据公式报导深信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序前进的日本研究者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但在

西方研究者当中，却有人{县然为数不多〉预见到文化大革命必然

爆发，这表明他们具有正确的判断能力。而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研

究中国的学者在文化大革命面前却感到困惑不解。有人还依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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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革"时期的新闻报导，赞美文化大革命忌"人类历史上的

空前壮举"。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科学地认识中国是多么不容

易。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森正夫①便在日本首先出版了

李大钊传记。森正夫以历史研究者的实证主义态度，利用所能搜

集到的一切资料，精心地考虑了李大钊生存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

一背景下他为寻求中国变革而艰苦奋斗的一生。特别是李大钊在

早稻田大学时代的学籍棒和成绩表的发现，填补了一直被日本学

者忽略的空白。 1970年，森正夫又发表了《李大钊与世界资本主

义》一文，缤密地考焦了李大钊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过程

中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无产阶级

的形成。

70年代前后相继发表关于李大钊的论文和考证的还有后藤延

子②和斋藤道彦③。他们一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就赶上了文化大革

命，他们这一民人面临不解决如何理解这场革命的社会的、思想

的基础就无拮展开研究工作的问题。

这个时期，后藤发表了《李大钊的过渡期思想一文，指出

伦理观念和唯意志论倾向是当时的亚洲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

义的共同特点。她认为，李大钊观念中的人性观和建立在精神、

① 森正夫(1935-)名古屋大学教授，中国明史、近代史专家。 1967年出版《李
大钊~ ("人物往来"社出版) 0 1970年发表《李大钊与世界资本主义>> ((高知大
学学术研究报告'第18卷，人文科学第11号〉。

③ 后藤延子(1940一)，信州大学人文部副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 1969年
8 月获京都大学研究科博士学位。 1975年11月以来怪观职。 1970发表《李大钊的过渡
期思想，们日本中国学会报>> ) , 1974年发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 (‘日本中国学
会报'第26集)， 1976年发表《李大钊对"世界臭"的发现， μ历史评论》第310号) , 

1977年发表 4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 ~‘信州大学论文集》第11号). 1983年发表
e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历史评论》第 399号〉。
③ 斋藤道彦(1943-) 中央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家。 1970年译《我的马

克思主义现) (上) ~ 1972年译‘我的马克思主义现>> (下) ，分别载于《樱美栋大
学中国文学论丛'第 z 、 s 号。 1974年译￠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载《樱美林大学
中国文学论丛'第 5 号。 1983年发表《李大钊研究综述一-中国篇>> .载《中央大学λ
文研究报，第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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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二元论基础上的"物心两面改造"主张，只是→种过渡现象，

是李大钊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渡期中的思想。--

斋藤则注意到李大钊依据过的蓝本，他把《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E 与河上肇在其个人刊物《社会问题研究阜上所载《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作了对比，并制成两者对照表。1974年，

他又根据后藤的提议，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与楞利彦

的有关译文作了对比。

后藤于1974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一文，吸取里井

彦七郎的研究成果，探讨了《言治》时期李大钊主观意识中潜在的

弱点，指出这种看重制度的政体论民主主义思想是建立在把包括

他个人在内的民众视沟外界意志的被动存在、祈求为政者施行善

政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在日本留学时期，李大钊开始探索国家〈政

治、社会〉的构成原理、权力的终极渊源，从而发现了民众在国

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恢复了包括他自身在内的人民的主体性质，

确立了作为最终决定历史的政治基石的"民彝"概念。从此，李

大钊的思想达到了以人民主权论为基础的高层次民主主义。

同年，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藤谷博①发表了《共和主义与"民

彝"思想》一文，指出李大钊在留学时期学习了欧美的政治思想，

对近代政治社会作了原理性的考祟，最终形成了作为基础概念的

中国传统的"民彝"思想。由此克服了同盟会政体论的共和思想，

树立了国民主权的观念，从而找到了批判中国现实政治的理论依

据。 1976年，藤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炒思想，一文，

探讨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以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

系为立足点所得出的"平民主义"概念，指出这是彻底的民主主

义思想。此后产生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政权构想和组织民主主

义大众政党的政党观。但这种平民主义思想的问题在于，它对民众

① 葳谷博 0928一>， 大阪大学副教授，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先家。 1974年发表
‘共和主义与"民彝"思想) (<<阪大法学，第93号) , 1976年发表‘李大钊的"平
民主义"思想) ((阪大治学'第町、 98号) , 1981年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和发展) (<<阪大讼学'第116 、 117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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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强有力政治指导之下的民主主，这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彻底。

1976年，后藤发表了《李大钊对"世界史"的发现》一文，

认为李大钊的哲学论文《青春B 回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觉醒

的青年思想上在在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对人生的怀疑和认为中华

民族已经衰老、行将灭亡的悲观论，推断出中国必将再生的历史

必然性。她从"自我论"-66人生论"的历虫哲学体系中发现《青

春》一文的宇宙论特质。作为《青春》思想的继续，她叉据(<"今"

一文，指出李大钊关于整合宇宙空间和时间联续性的思想，这

种认识使他有可能迅速注意到俄国十月革命所具有的世界性意

义。

1977年，后藤发表了《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一文，广泛考集

了自 1915年新文化运动始至1921年梁漱识的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期间东西文化论争达到预点时各方的观点.从中探讨了李大钊特

布的文化观。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李大钊把东西

文化差异之最终客观原因归结为地理环境，指出世界文化未来的

方向将仰赖综合东西文化特民的"第三"文明的出现，这是李大

钊后来重视俄国革命的又一重要原因。作者又指出，此后李大钊

在 4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把唯物史观与

地理环境决定论折衷起来，从各国形成的不同历史状况着眼，探

索中因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所应选择的沟自己民族特育的变革

道路。

在70年代最后一年即1979年，青年研究者富田异①发表了

《李大钊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与背景》一文。他继续了前述森正夫

的工作，并广泛搜集了外交资料馆当时的文书和报刊杂志资料，

对李大钊参加反对"二十一条"斗争和反袁斗争的情况作了详细

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指出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b 的执笔时间

为1915年 2 月 11 日留日学生大会召开之后不久，该文与同年 6 月

① 窝回异(1953一).东北学院讲师，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家。 1979年发表《李大

钊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与背景， (‘东洋学集和~>第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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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之薪胆、一文均反映出李大钊对袁世凯前后明显不同的

态度。

七

进入80年代以后，藤谷博于1981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 ，试图以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来分析中国革命初

期，即国民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作者列举了李大

钊在各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特点。指出李大钊不仅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原理，而且在确定中国革命的基本方

向、构想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道路等方丽还表现出高度的思想水

平，但他在革命的战略、战术理论方面则思考得不够成熟。

1983年，后藤也在题为《号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P一文中论

述了"问题与主义"论争阶段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特点，这

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寇论和对阶级斗争唯意志论理解的基

础之上的。在1920秋季开始的"社会主义"论战中，李大钊与仅停留

在说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而且这种说明又缺乏说服力的陈独秀

等人不同，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论证了中囚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和社

会主义的必然道路，从而在这场争论中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李大

钊当时这种见解还缺乏国内经济条件的依据.基本上停留在外困

决定论的认识上。此后，在李汉俊、周佛海等人对唯物史观理解深

化的影响下逐渐得到克服。但在克服单纯经挤决定论的同时，又表

现出轻视经济条件的阶级斗争唯意志论倾向。

后藤上述论文是否可以说已经摆脱以往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框

框?在论文中，她把李大钊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联系起来，通过

对比刻画出李大钊思想独具的特征与特殊意义。她认定这种方法

是重要的，并且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1976年毛择东逝世，接着"四人帮"被粉碎，历经十年的中国

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在这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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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斋藤道彦编辑了 4李大钊研究综述-一中国篇) ，对文革

以前约70篇文章和文革之后约60篇有关李大号IJ的论文、回忆及其

他文章逐篇作了述评，并指出在中国当时几乎完全受毛择东历史

观支配的情况下，仍有不少人发表了杰出的论点.这些应继续予

以发展。

以上便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日本研究李大钊的概况。从

中可以看出，它较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具有下述几个不同的明显

的特点z

第一，以森正夫、富回异为代表，对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期

的事迹和时代背景作了广泛、细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第二，后

藤延子和斋藤道彦发掘了李大钊所依据的日文文献。在五四时期

的思想家中，像李大钊那样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动向具有

如此锐敏目光的人实不多见，因此，对于李大钊与日本的关系及

其在日时期事迹的继续研究，日本学者是义不容辞的。第三，以

藤谷博、森正夫为代表，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出

发，对李大钊使用过的特有概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第四，后藤

采取了把李大钊与同时代思想家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从中发掘

李大钊思想的特殊光彩。为此必须对李大钊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

与李大钊同样的周密的个别研究，换句话说，必须把握中国近代思

想史的全貌，这是把握李大钊思想不可缺少的前提。第五，日中邦

交的恢复、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定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科学研

究体制的稳定，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出版了《李大

钊年谱》、 《李大钊生平史料》等书，这就使衬田雄二郎①有可

能参考中国学者的成果，井在此基础上于1985年写出了《李大钊

和"孙吴合作'门这样的文章。这种变化给日本的研究者带来了

多大的喜悦与恩惠，真是→言难尽。

① 村田雄二郎(1956一) .东京大学讲师，中国近代思想先家。 1985 年发表

《李大钊和"孙吴合作"> (‘猫头鹰'第 4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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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训以

后，今天， 8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入1945年以来想要达到但未能达

到的客观的、科学的和批判研究的境界。这种境界既不是要求以

中国为理想模式去发掘日本的缺陷，也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停滞而

予以嗤笑和贬损，而是要求从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树立一种按中国本来而貌去喝祟、认识中国的学凤，这才是我们

的本意。

这里还要指出，当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水平的时候，我们

在其他有关领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对文化大革命前的

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开展新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

例如， 1976年横山英①在其《辛亥革命研究综述》中指出，历来

关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论述，大多是从论

证30至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的需要出发的。横山

依据资料提出，被新洋务报篡夺了领导权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成

为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目标的专制主义革命。

其次，野择丰②在他的《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1974年合著}

的序论中，针对历来把中国近、现代史看成革命史，即中国共产

党史，最终又作为毛择东思想形成虫这种一元化状况，指出必须

从多方面、多角度开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野择的提议使研

究者从"革命虫"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既不倒向中国共产党虫一

边，也不倒向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史一边，而是着手对中国近代史

未被开发的领域作历史的具体深入的研究，这一工作目前已取得

① 横!l1英(1924一) ，广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先专家。 1976年发表‘辛亥革
命研究综述) (<<广岛大学文学部学报，第36卷特辑号 1 )。

② 野泽丰(1922一)，原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现任骏河台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

专家。著有‘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 (1 974年合著，青木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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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成效。 1984年摄野良吉①出版了 <1920年代中国的变革与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B 一书，重新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虫观的

形成过程。 1986年笠原十九司②的4五四运动史的再探讨》一书，

改变了历来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仨义革命开端的提泣，再

现了其历史真实。 飞

在上面列举的代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观点、新方拮出现

的同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也从以往革命思想史的旧框框

中解放出来，开始对各个思想家进行个别的、深入的以及从各个

角度展开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研究，小林武③对章炳麟思想的新

研究(1 979年著《章炳麟的语言及其世界》、 1982年著《章炳麟

的方法与语言)) )、沟口雄三④对洋务派的新评价(1983年著《近

代中国形象是否被歪曲了一一洋务、民权及中体西用与儒教》、

1986年著《刘锡鸿的"反洋务"吟就是证明。应该说，这决不是

匆忙作出的判断，事实上研究主作已朝着按照思想本身的具体实

际、深入探索其深奥丽丰富的内涵、脚踏实地进行的方向迈出坚

实的步伐。

译自后藤延子未发表手稿

韩-德译

① 极野良吉(1943一)，埔玉大学副教授，中国近代虫专家。 1984年发表 (1920
年代中国的变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 ((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 9) • 

② 笠原十九司(1944-) ，字都宫大学副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1986年发表
‘五四运动史的历史探讨>，收入‘五四运动史的再探讨> (合著，中央大学出版部出版h

③ 小林武(1947一) ，京都产业大学副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 1979年发
表《掌炳麟的语言及其世界> ((森三树三郎博士说寿纪念。东洋学论文集> ), 1982 
发表‘章炳麟的方法与语言) ( (京都产业大学论文集，第12:爸第 2 号) • 

④ 拘口雄三 0932一) ，东京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 1983 年发表
《近代中国的形象是否被歪曲了-一洋务、民权及中体西用与儒教> ((历史与社会，
第 2 号) , 1986年发表 <~l锡鸿的"反详务"> ((伊E事激平教授辞职纪念。中国
学论文集>，汲古书院出版)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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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vening News , The 大晚报

China Export & Import Co 礼亨〈洋行) ，利亨〈洋行)

China Export Co ①永余洋行s②(上海广东路匈牙利商〉惶余洋行

C hina Export Corporation 汇隆洋行z惠隆洋行

China Export , Import & Bank Co. , A.G. 谦信洋行

China Export Trading Co 中国出口贸易公司

China Feather Co. .Ltd. 宝业洋行

China Fibre Container Co. , Fed. Inc..U.S.A. 中国板纸制品

公司

China FiIm C0. ,Ltd.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画株式会社，

"华映"
China F i1 m Exchange 德来电影公司

China Film Syndicate , Ltd. 林'发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巾国光华

影片公司

China Finance Coporation , Fed. Inc. , U.S. A. 东大陆银行，汇众

银公司

Chin3 Fire Insurance Co. , Ltd. 中华火烛保险行

China Flour Mill Co. ,Ltd. ,The 增裕面粉有限公司

China Foreign CorPoration, Ltd 联丰公司

China Forwarding & Express Co. , Ltd. 大清通运公司;中国通运

公司，通运公司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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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China Free Methodist Mission 循理会

China-French Tobacco Co 中法烟公司

China Fromm Co. 富来洋行

China Fur Trading Co. , Ltd. (London) 普纶洋行

C hina Furs 华陆洋行

China Garagc Co 中国汽车行

China Gazette, The 捷报

C hin '1 Ga zomotive Co 中国木柴汽车公司

China General Edison Co. ,Inc. 美商安迪生中国电料公司，奇异

安迪生电器公司

China General Engineering Co 信亨总机器公司

China General Omnibus Co.. Ltd. , The 中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China General Trading & Navigation Co.The 英商协丰

China German BUilding Co 京哈中德建造公司

China Groundnut Union 中国花生总公司，阜康洋行

China Hair Net Factory 中国发网公司

China Handkerchief & Hemming Co. ， Ltd.上海织物制造厂有限公司

China Hat & Cap Manufacturing Co 中国制帽公司

China Hat Import Co 中德洋行

China Healtb Pictorial 中国康健月报

China He Ilenic , Ltd 中希轮船公司

China Hide & Produce Co. , Inc. 协成洋行

China Hide & Skín Export Co. , L t d. , The 德胜公司

China Home & Ast JournaI 家庭美术杂志

China Homeward Freight Confereuce 平准t举行

C l:.ina Hong Lis t 字林报行名精

Chiu Illustrated Review , The (1 930年后〉中华星期回报

China IJlustrated Weekly, The (1 921年前〉中华星期困报

China lmport & Export Co 中华贸易洋行-

China lJo.port & Export Lumber Co. , Ltd. 祥泰木行有限公司

China Import & Export Trading Co 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z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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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隆〈洋行〉

China Import & Trading Co 中华贸易公司

China Import Co. (1 920年代〉华发洋行(1933年后〉恒余洋行z

(哈尔滨〉捷克洋行

China Import Trading Co. (天津)华北商务公司，中华商务公司，

(1935 年后〉德华祥行， (上海〉中国进口贸易公司

China Industrial Laboratory (Fed.lnc. , U.S.A ,) 中国工业社

China Industries, Ltd. , The 英商中国建业有限公司

China Inland Mission 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Boys School 中国内地会小学校

China Inland Mission Girls' School 中国内地会女学校

China Inland Mission Hospital (江西都阳〉教会医院(烟台)

内地会医院I (开封〉内地会福音医院F 福音医院

China Inland Mission Preparatory School 中国内地会预科学校

China Inland Motors (Fed.Inc ., U.S.A.) 其来(汽车行〉

China Inland Sales, Ltd 英商中运有限公司

Cbìna Insti tution of Mining & Metallurgy , The 中华采矿冶金协会
China InsBrance & Investment Co 安康保险放款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中国华洋义赈

救灾总会F 华撑义赈会

China Investment & Trading Co. , Inc 新孚洋行

China Investment Co 恒孚洋行

China Iron & Steel Products Co. , Ltd. 中国钢铁有限公司

China , Japan & American Trading Co. ,Ltd. 丰裕洋行

China , Japan & South American Trading Co. , Ltd. 丰裕祥行

China-Japan Direct Trading Co 公信〈洋行〉

C hina-J apan Ind us trial Developme n t Co. , Ltd. 中日实业有限

公司 E 中日实业株式会社

China-Japan Match Co. , Ltd 中日火柴公司

China-Japan Trading Co. , Thc 中日贸易公司

China Journal , The 中国美术杂志社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 , The 中国美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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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Journal Pub1ishingo C"l. , Ltd. 中国杂志出版公司

China Kennel Club 中国育狗会

China晴 Korean Fur Co ,. Inc , 华丽皮毛公司

China Lace & Embroidery Co 中国花边锦绣洋行

China Lamp Co" Ltd , 中国电球株式会社，中国电球有限公司

China Land & Building Co ,. Ltd , .The 锦发产业有限咎司

China Land & Finanee Co" Ltd ,. The 胜业〈有限公司〉

China Land & Investment Co" Ltd 溢中银公司

China Land Survey Co , 中华测绘公司 p 中国通绘公司

China Lisht & Power Co , .Ltd , 中华电灯公司，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C hina Lig ht & Power Co , (1 918) , L td ，中国电力有限公司

China Liquidating Co 利魁洋行

China Ma i1, The 德臣西报，德臣印字馆

China Mail , Ltd 德臣印字馆
Chí植a Maíl SteamshiP Co , .Ltd , 

China Man Way Fur Corporation 

China Manufacturers (Chefoo) 

中国邮船公司

捕威洋行

联成公司

China Manufacturero' Export Association 联成公司

C hina M anuf acturing Co , 

China Meaibal Association 

China Medical Board , The 

美新制造厂

中华博医会自博医会

罗民医社

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 

医社，罗氏医社，美国驻华医社

China Medical Journal , The 博医会报

罗氏驻华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中华基督教搏医会，中华

博医会E 博医会

C hina Mennoni te M ission Association 孟那福音会

China Mennonite Mission Society 孟那福音会

China Mercantile Agency 爱文司〈洋行〉

C hina M ercan tile Co , 美庄〈洋行)

Chin :l Merchandise Co , ①〈俄商)同宝洋行，②平记洋行

China Merchants' Pongee Association 萤绸栓 I (1920年代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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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星洋行

China Merchants' Trading Co. 和康洋行

China Metal & Commercial Co. , The 通裕(洋行〉

China Metal & Hardware Co ((] 946年后)华贸行，中华五金

公司

China Metal & Harbware Co. , Ltd. 英商中华五金有限公司

China Metal & Hardware Co (1 939) , Ltd 英商中华五金有限

公司

China Metal Products Co. ， Ltd. 中国金属创造有限公司

China Metal 1isator Co 中华机器喷镀厂

China Mjning & Metal Co. , Ltd. , The 裕华矿业公司

China Mìning & Smelting Co. ， Ltd. 华昌(矿冶公司〉

Chìna Mining Co. , Ltd. , The 中公司，株式会社中公司

China Mission of t he Evangelical Church 遭道会，福音会

China Mission of t 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 

普会，美普会

张家口美

China Mission of the Norwegian Evange IicaI Lutheran Free 

Church 信义长老会

Chìna Mission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1h. United States 

复初会，大美复初会

Chtna M issionary Junior Coll ege 

China Missions Training School 

中华三育学校

三育大学校

China Missions Training School of ~eventh Day Adventi3t5 

三育大学校

China Mongolia Ex. port Co. , Inc. 华蒙公司

China Motor A. gencies & Sale Co 中国汽车公司

C hina M oto rs ①〈天津〉中国汽车公司，②〈北京〉义昌汽车行，

③(上海、汉口、长沙、重庆〉中国汽车公司，中国汽率有限公司

China Motors , Fed .Inc. , U.S.A. 中国汽车有限公司

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 Ltd. , The 永年保寿公司，

永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Chìna Mutual S.N. Co. , Ltd. , The 合众轮船公司

• 275 • 



China Mutual Trading Co. , Ltd ., The 华孚洋行

China National AviatlOn Corporation 中国航空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 Fed .Inc..U.S.A. 中国航

空公司

China N ational Press , Inc. 大陆日报s 大陆报

China Nationa1 Sa 1se & Advertising Agency 中华国际商务广告

公司

China National Trading Co ①〈上海〉正昌洋行 J @ (天津〉
中恒〈进出口贸易行〉

China NHigation Co. , Ltd.. The 太古轮船公司

China Navigation Co's Hulk 太古毫船

China Na、， igation Co' s Pontoon 太古军船

China Nethe r1 and Produce Co 中和〈洋行) I 中街祥行

China New Testament Mission 新约教会

China News 5en且ce 中国通信社 z 中国通讯社

China News Translation Service 中国通信社

C hina N iederlassu吨. C.H.H.M.A.N. 喜望机器铁工矿厂孟阿

恩桥梁机器公司〈中国分号〉

C hina Ohserver 公评周刊s 公评周报

China Official Directory. The 中华官名录

China Offset Printing Co.. Ltd. , The 

精版印刷株式会社上梅工场

China Oil Co.. Ltd. , The 光明油行

中国橡皮版印刷公司，

China Oil Refìneries As~ociated. Ltd 中国炼油股份有限公司

C hina 0 re C orporation 美商福生洋行

China Outlook 大中华周刊

C hina Oversea Trading Co 

China Overseas Trading Co. 

中国商业银行

利华贸易公司

China Overseas Trading Co.. Ltd. ①(香港〉建新洋行F ②(上海

1933年后〉利华贸易公司

China Overseas Trading Co (1919). Ltd 建新洋行

China Oxy-Acetylene Welding Works 中华电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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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acific Co. , The 祥泰轮船公司 F 新祥泰轮船公司

China Pacific Commercial Co 公泰洋行

C hina Paciíic Export Co. 美商太平洋行s 太平洋行和记

China Pacific Export Co. , Inc. 太平洋行新记p太平洋行

China-Pacific Motors , Inc. 美隆汽车洋行

C hina Pacific Trading Co 太平洋贸易公司

China Packers Supply Co. , Ltd 英商中国包装品有限公司

China-Palestine Trading Co 太丰洋行

C hina Pal estine Trading Corpora tion 太丰洋行

China Paper Co. , Fed.lnc. , U.S.A. 协丰洋行，美商协丰纸号

China Pencil Co. , Ltd.. The 中国铅笔有限公司

China PetroJeum Co. , Inc. 华富煤油公司

China PharmaceuticaJ Supply Co. ， Ltd. 普惠药房，上海普惠药房

China Philatelic Supply Co. ， The 中华专售邮票公司

China Phi losophical Society 中国理学会

China Piece Good Co. 中国呢绒公司

China Pigment Works 中华颜料厂

China Pongee & Silk Manufacturing Co. 辰斗王〈丝绸庄〉

China Pony Insurance Syndicate , Ltd. , The 华驹保险有限公司

C hina Press, T he 大陆日报，大陆报

China Press, lnc. , The 大陆报馆

China Press Weekly, The 大陆周报，大陆报周刊

China Printìng & Finishing Co. ,Ltd. , The 英商给昌漂染印花

有限公司 z纶昌纺织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China Printing Co. , Lt孔， The 鸪立公司

China Produce & Coal Co. 丽太媒洋行

China Produce & Lace Co 利泰洋行，利泰花边公司

China Produce Co. ①惠勒〈洋行) ，②和j泰花边公司

China Produce Export Co. , The ①(汉口〉产运公司，②(上海〉

祥隆洋行

China Produce Sales Co. 利泰出口公司

China Produce Testing Bureau 中国产物化验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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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oduct Co. , Ltd. 大通样行

China Products & M anufacturing Co 华产公司，华产罗福洋行

China Products & Metal Co 天高洋行

C hina Products Co. 维勒〈洋行〉

China Proaucts Co.. The ①〈上海〉台维斯洋行4 ②〈天津)中国

物产公司

China Products Co. , Ltd. , The 汉星公司

China Products Export Co 美龙洋行

China Products Trading Co. 中国物产公司

China Provident Loan & Mortgage Co. , Ltd , 中国均益货仓按

揭有限公司s 均益锻揭有限公司

China Publications , Ltd ‘ 中国出版社

China Publishing & Advcrtising Co. 新世界广告发刊社

China Publishing Co. , Inc. 公论报有限公司

Chína Pub 1icity Co , 中国商务广告公司

China Quartz Co , 英商中华钻石公司

China Radio Co. (Fed , Inc. ,U , S , A ,) 美商通达无线电公司

China Radinm Co , 中华锐产公司

China Realty Co"Fed , Inc"U.S.A. 中国营业公司

China Realty Co , ,Ltd. 中国营业公司

China Rcconstruction & Enginccring Review 新中国建投月刊

China Record Co , ,Ltd , 英商中国唱片有限公司

China Rolling & Steel Works, Ltd 中华制铁育限公司

C hina Ross Co 华罗公司

China Rotogravure Co , 中国照相版印刷公司

China Salcs & Service Co. 中国协商公司

China Sciencc Corpora tion, T he 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

China Securities Co. ， Fcd.ln飞， U ， S.A. 中华平安公司

China Selling Organi zation 同恒洋行

China Ship-Breakers, Ltd , 茂丰〈样行) ，中国拆船公司

China Shipping and Engineering Gazette, The 航业机务商报

China-Siam Steam Navigation Co. , Ltd. 华通通商轮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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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ilk Agency Co"Ltd.. The 集昌洋行

C hina Sil k & Agency Co" L t d , , T he 集昌洋行

C hina Sil k Co 华丝洋行

China Silk Co , ,Ltd , 和兴(佯行)

China Soap & Candle Co , .Ltd"The 中国肥皂洋烛有限公司

C hina Soap Co" Ltd , 中国肥皂有限公司

China Specie Bank , Ltd" The 中华国宝银行

C hina Spinners, L td 英商第一中纺公司

China Steel Industries. Ltd , 中国钢业有限公司

China Stock & Share Handhok 中国股份检查书

China Straits Trading CO. 中荷洋行

China Strawbraid & Produce Co , 端德洋行

C hina Strawbraid Co ,. T he 义中洋行

China Strawhraid Export Co ,. The 振兴洋行

China Study Centre 新学术研究院

China Sugar Refining CO.. The 中华火车糖局

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 中国主日学会会

China Survey Co ,. The 海兴〈工程事务所)

China Tannery, The 中华皮革厂

China Tea Association 茶业公会

China Text i1 e Co ,. Ltd" The 英商纶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China Text i!e Manufacturing Co" Ltd" 中国纺织机抖公司

China Textile & Proauce Co" S.A , R , L , 联源洋行

China Theatres, Ltd 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Seventh Day Adventists 中华神

道学校

ina Thompôon 同茂盛(贸易行〉

China Times , The 益闻西报F 益闻报

China Times, Ltd. , The 益闻西报馆

C hina Trade Development Co" T he 永孚洋行

C hina Traders 中国贸易公司

China Traders' Corporation 礼古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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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程捍行叫::hina Traders Corporation, The 

'China Traders' Insurance Co" Ltd. 保宁〈保险公司)中外洋

面及火险保宁有限公司

,C hina Tradiug & Engineering Co 安记洋行

China Trading & Industrial Co 兴业洋行

China Trading & Investment Co. Ltd. 中商信托公司 z 中商公司

China Trading & Transportation Co. 益泰〈洋行〉

'C hina Trading Co ①〈哈尔滨〉福利洋行，②(天津)周立洋行z

③(上海英商〉白根洋行，④(上海华洋合办〉中国贸业洋行

China Trading Corporantion, The 宝丰洋行

China Training Institute 中华三育研究社

China Training Institut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中华三育

研究社

叫:: hina Trans-Oceanic Trading Co. , Inc. 中华海运贸易公司，中

华海运贸易社

叫::hina Transport & Storage Co. , Inc. 

China Trust Dairy 爱华牛奶公司

China Underwriters Agency 福来洋行

泰篝(佯行〉

'Chin8 Underwriters , -Ltd 旗昌保险有限公司

也hina Union Co. ,Ltd. ,The ~丰公司

oC hina Union Mission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s 

安息日会

基督复 l隘

<:hina Union Pacific Trading Corporation 中国末联贸易公司

oC hina Union Trading Co. 协和洋行

-c hina United Coal Co. 中国联合煤业公司

!Chi-EUnited Invest。rs ， Int. 隆泰公司

'China United Lamp Co. , Fed.lnc.. U.s .A. 中和灯泡公司

China Universal Engineers 华联〈工程行〉

'China Vegestable Oil Co. , Ltd. 差拿士汹有限公司

China .Vehicle Co. , Ltd. , The 汇芳公司

China Weaving Dyeing M i1 1 Co 中国染织厂股份有限公司

-C hina Weekly Chronic1 e 英文中国时事周报

'.. 280' 

叫附一甲、伊.呵，由…'制



(;hina Weekly Review, The 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lfare 益华报社

C hina Well Drilling Corporation 中华机器凿井有限公司

China Woodworkìng & Dry Kiln Co. , Inc. 中国造木公司

China Woodworking & Dry Kiln Co. , Ltd. 英商中国造水有限公司

China X-Ray Co. 中国爱克司光公司

Chlna Year Book. The 

Chlnai & Co. , J C 

中华年书，

三星洋行

(1923年后〉中华年鉴

Chinatex , Fed.lnc:., U .5 .A. 中美孟德公司

Chinese Aluminium Rolling Mills ,\Ltd 华铝铜精厂

C hinese-Ameriean Baok of Commerce , T he 中华慧业银行

Chinese American C。 华美公司

C hinese Americar Cold Storage Association, 1且 c. 中美冷藏库

公司

C hinese-American Commercial Co. , T he 华美实业公司

Chinese American Corporation , The 中美联合企业公司

Chinese American Daily News 中美日报社，中美日报

Chinese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c. 中美实业公司

中美制油公司C hinese-American Oil Products Co , .Inc 

Chinese American Publishing Co. , The 中美图书公司

Chinese-American Trading Corporation 

Chinese American Trading Service 

美商美华〈洋行)

中美贸易公司

Chinese American Underwriters 中美保险总公司

Chinese American Weekly Review 中美周刊

Chinese Anglican Chu~ch 中华圣公会

Cbinese-Britisþ Printing Co. 华英印书局

Chinese Central Rail ways , Ltd 华中铁路有限公司

Chinese Christion Advocate 兴华报，兴华周刊社

振华小学校

通问报

Chinese Christian Institute, The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igencer, The 

Chinese Chtiltian Review 

Chinese Churchman , The 

中西教会报

圣公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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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ìnese Commercial Corporation , Ltd. 字华公司

C1inese Eastern Ra i1 way Co. 大清东省棋路公司，中东棋路公司

、Chinese Eastern Rlilway' s Commercill) School for Boys 哈尔

槟男子商业学校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s Commercia) School for Girls 哈尔

滨女子商业学校

飞Chinese EaSlern Railway' s Mercant iI e School 哈尔滨商业徒弟

学校

Chinese Eastern Trading Co. 通泰洋行

Chinese Engineering & Development Co. 大吕实业公司

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 , Ltd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 The 中国宣教会

Chinese Evening Post 华字晚报

Chinese Flour Mi1 ling Co. , Ltd 中国面粉公司，中华制粉株式

会社

、Chinese Foreign Insuranee Agency 

Chinese German Bu i1ding Co. 

华洋协昌水火保险公司

京哈中德建造公司

Chinese-German Private Hospital 中德医院

Chinese Glohe Magazine 万国公报

Chinese Hospital 仁挤医馆，仁济医院

'Chinese lllustrated News , The 画图新报，

'Chine~e I l1ustrated News and Child's Paper 

(1 915年后〉新民报

圆圈新报月报(社)

‘Chinese Il lustrated News and Sunday School Child' s Paper 

画图新报月报〈社〉

Chinese International Produce Co. , Ltd. 万国物产公司

Chinese Italian Banking Corporation, The 北京震义银行

'Chinese Italian Navigation Co. , Ltd. 义商中意轮船公司

.c hinese Junk , The (天津〉古舟公司

C hinese Leisure Hour, The 益智新报

Chinese Ma i1, The 华字日报-

.chìnese Maritime Trust (194 1) , Ltd 美国航运信挺有限公司

<C hinese M edica 1 Association 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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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e 11edical Journal r)，华医学杂志英文部

Chinese :'IIercantile Advertiòing Co. , Ltd 中国商业广告有限公司

Chinese :'Ilining Corporation , I. td 中华矿业有限公司，镇兴煤矿

公司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Chine 龟 e Mutual S lI pply CO. , 
Chinese National SlIpply Co 

察世俗每月统记伶

The 通济公司

华美商务公司

Chine<e National 鸭Tireless Telegraph Co. , The 中华无线电公司

Chines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 The lR文京津泰晤士报

Chinese Polytechnic ln stitlltion and Reading Rooms 格致书院

Chine<e Polytechnic Institlltion , Library 8nd Reading Rooms 

格致书院

Chinese Prodllce Export Co 华益出口行

Chinese Puhlic School 上海华章公学

Chinese Recorder, The 教务杂志

Chinese Repository, The 澳门月报，中国丛报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 格致汇编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ôt , The 格致书室

Chinese Serial 遐i每贯珍

Chinese S.K.F.Co. , Ltd 

Chinese Students Review 

中国钢珠轴领公司

岭学报

Chinese Sunday School Child's Paper 国图月报

Chinese Times , The 时报，天津时报

Chinese Tract Society , The 中国圣教书会

Chinese Trading Co. 中利(洋行〉

Chinese Typewriter Co. , Ltd. 汉文打字机公司，华文打字机公司

Chinese Universal Gazette 中外日报

Chinese Weekly 大同报

Chinese Young Men' 5 Christian Association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Chinese Young Women' s C hristian Association 中华基督教女青

年会

Chinex 坚耐斯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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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Hsing Minen, G.m.b.H. 井臣矿务有限公司

Ching Teh Girl' s_ School 私立设德女子初级中学

Chinjap Co. , Inc. , TI:e 中东公司

Chinkiang Chamb er of Conllr. erce 洋商会

Chinkiang Club 镇江总会

Chink iang Customs CI ub 新关总会

Chinkiang High School 润州中学校

C hink iang Ind ustrial Orphanage 镇江孤儿实业学校，孤儿实业

学院

Chinkiang Recreation Fund 大英公园〈基金会)

,Chino-German Middl e School 私立中德中学

"Chinoin" Chemical Works 克努英大药房

Chiri & Co 吉利(百货店〉
、

C hiris , Antoine 吉利洋行

'Chisolm & Keifer 启森凯发〈广告行)

.Chistiakoff & Co. , J F 齐隆洋行

，Chis叫ck Polish Co. , Ltd. , The 益昌刷鞋料公司

Chiuwa Yoko 中和洋行

Chiyo Yoko 千代洋行

Chiy01a Electric & Water Work Co 干代回电气水道公司

Chocol ate Box , The 克来孟糖果冰洪淋公司

Chocolate Shop , Thc 沙和i文糖果行

Chohalsu Koshi , Ltd. 长发公司

Choko Jitsugyo Kosi, Ltd 长江实业公司

Choko Unyu Co. 长江运输公司

'(:ho11'ot , J.J. 邵禄〈工程事务所〉

Chollot et Fils , J J 邵禄父子工程师〈事务所〉

Choorin & Co. 秋林〈洋行〉

Chushuntei 长春亭(餐馆〉

Chotírmall & Co ., K.A.J. 佐部文洋行(青岛〉吉德马洋行

Choutsun Baptist Mission Sc l-, ool 周材光被学堂

Chowsan Junior School 私立舟山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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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ya Yoko , Ltd. 蝶矢洋行

Chrissafis , Jean 哈利洋行

基督医院Christ Hospital 

Christ Kwang Teh Hospital 基督广德医院，广德医院

圣教女医院，基督医院

景泽贸易公司

Clnist' 5 Doctrine Hospital 

Christensen' A. 

Christensen & Co 利{言洋行

Christenson, Hanify & Weatherwa芷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IHance 

美通公司

宣道会

Christian and M issionary Alliance Press 宜迫书局

Christian Book Room 中西基督福音书局

Christian Catho1ic AP03tolic Church in Zion 基督公同使徒教

在哪

Christian Faith Mission 辅追福音会

Christian Girls 5choo\ 基督女书院，基督会女学校 s 基督女子

中学

Christian Hospital ①徐州基督医院，②嘉兴福音医院， @(江阴〉

福音医院E ④〈永春〉圣教医院，⑤〈南京、徐州〉墓督会医院，

⑥合肥基督医院，<T南通州基督医院

Christian Institufe 崇真学社

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ists in China 东亚基督教道友会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 弟兄会

Christian Press , The 基督原道书报出版所

Christian Puhlishers' As~ociation of China 

行合会

中华基督教书报发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Iission 归正基督教会

Chris\ian Science Society of Shanfhai 上海基督教科学会

Christians' Mission 基督徒公会

Christianscn, B 纪利臣洋行

Chris\ie , Hazel 克立'':'1得(装饰工程行〉

Christie' s 搭克叫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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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e' 8 Auction Rooms 和利拍卖行

Chryss & CO.. P 克立司洋行

Chu Fuku Koshí 中福公司

Chu Hwa & Co 九华公司

Chu Kyok n Trading. CO. 中旭公司

'C hu Yu Yoko 中裕洋行

Chuan Chieu Hospital 全球医院

Chuanchow General Hospital 惠世医院

Chudzynski , John G 霍忠、坚进出口商行

Chugai lndustrial Investment Co. , Ltd 中外产业银公司

Chugoku Bussan Koshi 中国物产公司

Ch吐a Dyeing Works , Ltd 中华染色整练公司

Chuka Electric CO 中华电气商会

Chuka Tabako Kahushiki Kaisha 中华烟草公司

.Chuko Yoko 中兴洋行

Chukwa & Co 中华洋行

'Chukyo Trading Co. , Lt礼， T he 巾京洋行

'Chun Mei News Agency 中美新闻社

'Chun Fu Joi"t Mining Administration 中福公司联合办事处

Chung Hua Match Co. ,Ltd. 中华:陈寸株式会社

Chung Hwa Aviation Co. , Ltd. 中华航空株式会社

Chung Hwa Electríc Worb , Ltd 中华电气制作所

'C hung Hwa Girls School 私立中华女子中学

Chung Hwa News Agency 中华通讯社

Chung Mei Advertising Agency 中美广告公司

Chung Mei Lumber Co 美商中美木行

Chung Mei 0: ews Agency , Inc 中美通信社

Chung Shing & Co. 中兴器械店

'Chung Te Middle School 私立崇德初级中学，私主崇德中学

Chung Te ~chool 崇德学校，私立崇德中学

Chung Tung Li thographic Works 中东石印局

Ch' ung T ze Girls School 私立崇慈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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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Yu & Co 中裕洋行

Chungchow Ceneral Hospital 

<:hungking Boys High School 

普爱医院 p 教会医院

求精学堂

善成公司Chungking Export , S. A 

Chungking High School 

Chungkíng Ice Co. , fnc 

Chungking Imporl , S.A 

求精学堂，私芷求精中学

渝孚冰厂

7善成公司 p 德昌;学 fT

Chungking Import (Chína) , S.A 善成公司，德吕洋行，德昌股份有
限公司

Ch盯19king Men's Ho雪 pi t a I 宽仁医院

Chungking Trading Co 立德洋行

Chungking Transport Co. , Lld 利川公司

Chunichi U町u & Co. 中日运输公司

ChllO Yoko 中央洋行

Chllrch Cener:;! HOEpital 同仁医院，中华圣公会同仁医院

Church l\f ission Socíety Hospital ⑦〈绵竹)圣公会病院，②(福

州)柴~:医院 z ③(北海)普仁医院

Church ]\1 íssíonuy Socíet y 大英教会;大英教会安立甘，英国圣

公会;英行教会

Church of the Brethren l\íissìon 友爱会

Church of Chríst ín Chín~ 中华基督教会 F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Church of Christ School 基督学校

Church of England Missíon 

/.\.A 
~-~.，;; 

安主甘会 F 圣公交安主甘堂 F 中华圣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a Boy's ~c:lOol 育英学校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Hospital 安立廿医院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 中华圣公会(女部)

Church of God Mission .-1:帝教会:神的教会

Church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⑦〈上海〉老天主堂，

②(次日)圣母无原罪堂

'ChUTCh of the Nazarene 宜圣会

cChurch of Scotland l\[ission 苏格兰福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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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of Scotland 1\1 ission H ospita 1 ①(辽阳〉基督敌医院F

②〈开原)仁爱医院

Church of 8weden Mission 湘北信义会 F 湘北瑞华信义会

Churches of Christ in Australia 基督徒会F 澳洲基督会

Churchill Carpet Co. 中美地毯行

Chuto Yoko 中东洋行

Chu v:a & Co 中和公司

Chuwa Hospital 中和医院

Chuwa Industrial Co. , 
Chuwa Printing Co 

Lt乱， The 中和产业株式会社

中和五彩石印公司

Ch川山飞u川A川‘

Chu川‘辆阳‘

Chuy归r咱a吨 Jnsurance 0创ffic问e 培而保险行

Cl】hl山u叮ly归。 Dispensary 中洋大药房

Chyo & Co. 大通(洋行〉

Cialone & Co. , G 义商协隆洋行

Ciba & Co 汽巳洋行

Ciba (China) , Ltd. 瑞士中国汽巴化学公司

Cie Belgo Mandchoue de Commerce 泰和洋行

Cie Commerciale d' Extreme Orient 

Cie Francaise des Chnrbons d' E. 0 

Cigar Box , The 大东烟公司

老大昌〈洋行)

东方煤矿有限公司

Cinema Arts Corporation 电影艺术公司

Cinema Trust Co 影业信托公司

Cinematograph Lauro 罗乐公司

Cinematograph Pathe 百代公司

Ciret, R. 施瑞德洋行

Cite Chinoise, La i去商中国房产有限公司

Citrín & Son , JOB V 雪铁雷洋行

City Building Supply CO. 顺泰样行

City Cafe 西地饭店

City Hall The 大会堂

t 288 • 



City Industries Co 晋城2失业公司

City Land Co 建业地产公司

{;ity Press 城里印字馆z 古城印刷公司

City Printing Co 华地印字局

City Realty Co" Ltd 晋城地产公司

City Trading Co 永联洋行

Cizek , H. 季石克(洋行)

C , -K. -D. Works 捷克德工厂

Clair & Reilly 克兰拉利〈牙行〉

C larendon Residential C1 uh 卡灵顿寄宿舍

Clark , Henry J. 

{;lark , J. Caer 

Clark , J. D. 

Clark & Co飞

同余洋行

奇勒测绘工程师〈事务所〉

刻拉(代办行)

其乐洋行

Clark & Co. , D 康来(洋行)

Clark & Co. , George 嘉乐(洋行)

Clark Co. , Ltd. , Alexander 安康洋行

Clarke John H. 克隆详行

Clarke & Co. , E.G. 永德洋行

Clarke & Co. , G.D. 怡昌 t举行

Clarkes Inquiry & Protection Agency 葛赖克世界侦探保护所

Clarkson & Co. 旭升〈洋行〉

Claude Neon Lights , Fed. Inc. , U.S.A. 丽安电器有限公司

Cl emunn , E. 克喊洋行

Clement' s Ap :lr tments 克来门公寓

Cleo Crochet Co. 海雷土洋行

Clerici , Bedoni & Co. 开利洋行

Clerici , Bedoni & Co. , S.A. 汗利洋行

Cleveland Bridge & Engineering Co. , Itd" The 麟麟桥梁厂

Clifîord Bros 克立劳(会计师事务所〉

Clifford , Stead & Co. 介福洋行F 介福英行

Clifford-Wilkinson Tansan Mineral Water Co" Ltd，卫金生洋行

, 289 • 

\ 



Clifton , Harry M. 大院(洋行)

Clifton , Huntz M.大隆(佣金代理行)

Clinical Diagnosis Instutute. The ([> U:ì每)德国赵福克化验所怠

②(天津〉李大夫病理化验所

Clive & Co. , Ltd. 克利 i羊行

C)ourman' 5 Bargain Bazaar 利通绸布号

C)outh & CO. 万泰保险公司

CloYer Leaf 金花花店

Club Ausonia 大意大利总会

Club Concordia 

Club de Macau 

①(上海〉大德总会，②(天津)德国会馆

岗顶戏院，肉顶波楼

Club de Recreio 西洋总会

Cl ub G ermania , The 大曾国公司

Club Lusitano ①〈香港〉西洋公司，⑧〈广州)扮面西洋公司参

③(上海)东方总会

Club Lusitano de Shanghai 东方总会

Club Portugues ①〈广州〉沙面西洋公司 F ②〈上海〉大西洋国

总会

Club Sport "Passa-Le i1 o" 西洋赛跑总会

Club União 大西洋国老总会

Cl ub União Portugues 大西洋国老总会

C.M.S. Blind Home 心光织艺女学堂

C.M.S. Hospital CD (福宁霞浦〉圣教医院，霞浦医院，②(福州)，
柴井医院E 基督医院，⑤〈宁波〉仁择医院

Coa tes & Son , Thomlls 洪盛洋行

Cobra Trading Co. 永孚洋行

Coca-Co1a Export Corporation , The 可口可乐公司

Codsi , A.E. 伯兴洋行

Codsi , J. 伯兴洋行

Codsi Freres 伯兴洋行

Coe Memoral Gi r1 s School 三育女学校$私立三育女子中学

Coe Memoral Middle ~chool 三育女学校，私立三育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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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 ee "110cha" -Factory 摩却咖啡厂

Cohen , Henry H. 固安进口公司

Cohen , Ltd. Henry H. 康盈有限公司

Cole & Co" Frank 嘉利洋行

Coleman , P .C. 厚禄洋行

Coleman & Co.. Inc. , G.R. 海京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Colfix (Far East) , Ltd. 前城洋行

Col ga te & Co. filJ路掰公司

Colgate-Palmoli\'e-Peat Co , 1:海棕榄公司

Colinet , G , 利源洋行

Co \lege de Ia Mission Catho Ii q问 辣了馆

College Francais du Nan-Tang 南堂法文学堂，南堂法文学校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 华文学校

CQIIege of Yale in China , The 

Collegio de Santa hOSa de Lima 

Collier & Stephenson 公益洋行

雅礼学校，雅礼大学

哆同步喇嘛女书院

Co \l ins , W. 凡 高林土矿务工程师〈事务所〉

Col1i ns & Co , 高林(洋行〉

Co l1 ins & Co. , Ltd. 高林有限公司

Colman , P.C.①(上海〉厚禄洋行，②〈牛庄、沈阳、天津)义源洋行

Colman , Ltd. J. , J , 柯孟芥末浆粉公司

Colomer & Co. J. 考老麦洋行

Colonial Agenci-.;s 离隆洋行

仁。lonial Dispensary 安宁大药房

Colonial Stores , The 

Colonial Trading Co. 

Cclonial Transport Co. 

公利洋行

高利洋行

康宁运输公司

Colony & Insular Co. , Ltd 高云洋行

Colorni & Co. 哥乐尼〈洋行〉

Colour and Light 虹光广告公司，华尔脱(广告行〉

"Columbia" , tmJ.H. 卵粉公司

Col umbia Aerated Products 哥仓比亚汽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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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 Creat Western Riding Academy 大西骑马学堂

Columbia Casualty Co. of New York 美国哥伦布保险公司

Columbia Country Club 美国乡下总会

Col umbia Dlliry 哥伦比亚牧场，爱光社

Columbia F i1 ms of China , Ltd. 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Col umbia Pacific Shipping Co. ①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②(香

港}哥霖比亚轮船公司

Columbia Record Shop 歌林唱片行

Comacrib Directory of China , The 中国商务名示

Comacrib Directory of Japan , China & the Far East ,The 日本

中国及远东商务名录

Co皿acrib Press , Fed. , U.S.A. , The 

Comerford & Co. 康而福t举行

商务证信印刷所

Comite Interationa1 pour L' Amelioration de Ia Sericulture en 

Chine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

Commercial Advertising Co. 商务广告公司

Commercial Agency 三盛洋行

Commercial & Credit Information Burea u , The 商务证1言所

Commercial & Industrial Bank of China 小华怒业银行

Commercial Brokerage Co. 

Commercial Credit Bureau 

经主己商业公司

商务证信所

Commercial Credit Co. 商业银公司，义国商业银行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o. 华大公司

Commercial Engineer 商业工程杂志社

Commercial Exchange & Pape t M anufáct uring Co. 商业交易所

Commercial Exrpess & Storage Co. , T he 瑞丰转运公司

Commercial Finance Co. , Itd. 挤业银公司

Commercial Investment Co. , Ltd. 济业银公司

Commercial Pacific Cable Co. 太平梓商务电报公司

Commercial Residence Hotel 仁太饭店

Commercial Service Bureau , The 商业交易所

Commercial Service Representatives 商事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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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Traders' Association , Fed. Inc.. U.S.A. 美觅洋行

Commercial Unipn Assuronce Co. , Ltd. ①老公康记保险公司，

②〈香港〉今开素淤仁燕疏公司

Commiss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 飞"er Systemof ChihIi 

顺直水利委员会

Commonwealth Products Co. , Ltd 华成洋行

Communication Import & Export Co. 交通贸易公司
Lu c v u Lu Fb Vd t .1 n u m m 

。
C 

美国社交会堂

Community Import & Fxport Co. The 兴利洋行

Compagníe Asìatica 义亚公司，兴义(洋行〉

Compagníe Italiana d' Estremo Oriente 义兴公司

Compagníe Italiana di Navigazio时， S.A.I. 中意轮船公司

Compagníe Asiatique de Navigation 东方轮船公司

Compagnie Belge Mandchoue de Commerce 泰和洋行

Compagnie Centrale de Construction , Ltd. 比国大中营造公司

Compagnie Chine-France 华法公司

Compagnie Commerciale Chimugine 又勤钢厂

Compagnie Commerciale d' Extreme Oriertt ①(上;每)老犬昌洋

行，③〈香港〉东法洋行

Compagnie d' Assurance Generales 安全保险公司

Compagnie d' Exportation de Produits Asiatique s 骏源洋行

Compagnie de Tramways et d' Eclairage de Tientsin 天津电车

电灯公司

-C 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大讼国火轮船公司

ü ,mpagnie Financiere Belgo-Chinoise 中比银公司

Compagnie Francaise de Commerce en Chine 法国商务公司

Compagnie Francaise de l' Extreme Orient i在商信兴(洋行)

..compagnie Francaise de Tramways et d' Eclairage Electriques 

de Shanghai , The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 
Compagnie 

Compagnie 

Franco-Africaine Ltd. 福时撑行

Franco -Ameri ca i ne d' Assurances 击在美保险公司

.{'ompagnie Ge nerale d' Extreme-Orient 百司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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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gnie General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mv'ays en 

Chine 比国银公司，比国怯路电车公司

Compagnie In do-Chinoise de N avigation 东洋轮船公司

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 Orient 大东万国公司

Compagníe Internationale des WagQns Lits 万国通票公司

Compagnie Olivier 永兴洋行

Compagnie Optorg 宝多洋行

Compagnie Orientale de Capitalisation 东方储蓄银公司

Compagnie Pahlay 百货洋行

Compagníe Uníverselle 公佑祥行

Compagníe das Aguas I\Iacau , S.A.R.L. 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

Compagnie Ex\remo Oríente 

Compa gnie Luso-Oriental 

远东公司

通孚进出口洋行

Compagnie Oriental Portuguoza 

Com parative La w School of China 

西洋大东公司

东吴大学法律学院

Comptoìr Anglo-Continental , Ltd. 欧亚建设总公司

惠中营造公司Comptoir Bìevez-Shanghaì 

Comptoìr Charles Ley , S.A. 

Comptoir Commercial Belge 

抄利洋行

隆兴洋行

Comptoir Commercial d' Extreme Orient 兴利〈洋行)

Comptoìr d' Achat de Soies 哗暗洋行

Comptoir Franco-Chìnoise 常兴洋行

Comptoir Mandchourien d' Importation & d' Exportation 和1

顺洋行

Comptoit Russo-Belge de Commerce et d' lndustrie 俄比商业

实业公司

Comstock , S.H. 永康(洋行) ，康施达(洋行)

Comstock Co. , Ltd. , W.H. 金土锋有阪公司

Conan t , Roger W. 康纳(洋行〉

Concordia , Societe V inicole 西合详酒公司

Concordia Chocolate & Candy Factory 康可迫糖果制造厂

Concordia' Cl uh 大德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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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dia Hotel 康可达旅馆

Concordil Mineral Water Eactory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康可迫汽水厂

协同神学院

Concret Products , Ltd. 时新有限公司

Confeceration Life ASEociation 合众人寿保险公司

Congre gation de Scheut 圣母玛丽亚圣心会

Congregation du Verbe Divin de Steyl 圣言会

Conings & S。时， D. 康宁洋行

Connally Land & Oil Co. 康纳利地产泊矿公司

Conne lJ, M.J. 公利洋行

Connell & Co. , H. 江利洋行

Connell Brothers Co. 公利洋行

Connoisseur , Lt d. 公和隆〈烟酒行〉

Conrad , M.L. 公兴洋行

Conrad & Co. , M. l.. 公兴迸出口行

Consol Consolidated Fur & l.eather Dyeing Factories 

反厂

Consolidated Fi nance Companies (Fed.Inc. , U.S.A.) 

公司B 统一银公司

联合染

汇众银

Consolidated Industries Co. , Fed. Inc. , U S A 集益贸易公司

Consolidated Rubber Estates , Ltd 康所利得叠植橡公司

ConEoJi dated Steel Corporation 和合钢铁公司

Consolidated Trading Co. 康泰洋行

Continental Engineering Co 大利机器公司

CpntinentaJ Fur Corporation 大陆皮毛公司

Continental Grain Co of New York 大陆公司

Continental Hotel 康生〈旅馆〉

Continelltal Import & Exporl Co. 鲁威洋行

Continental Industrial Co 华西工业公司，葡美公司

Continental Insurance Co of New York 纽约五洲保险公司

Continental Leaf Tobacco Co 美洲烟叶公司

Continental Motor Car Co 大陆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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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ìnental Motors 康太汽车公司

'Continental Oil Distributors 大陆泊业公司

Continental Oil Mill & Refinery 大陆油厂

Continental Refrigerator Corporation 康泰电气;水将公司

Continental Sales C。一 德南汽车公司

'Continental Stamp Co 

Continental Supply Co. , 
瑞兴专售邮票公司

The 瑞兴洋行

Continental Traders Co. , Ltd 大陆兴业公司 z大陆兴业株式会社

Continental Trading Co. ①(天津)协利洋行，②(上海日商)大

陆通商洋行z ③〈北京、沈阳〉厚吕洋行，④〈上海〉联华洋行

Convent Station N 5 Sisters of Charity 否主仁爱全，于L 万仁

爱会

Cook , M H 老有昌(缝讥索具t7)

Cook & Anderson 永因工程司(事务所〉

Cook & Shaw 永固工程公司

Cook & 50n.. Ltd. , Thos 通济隆有限公司

Cook & Son , Thomas 通济隆(运输旅游公司〉

'CooKe , D , H. 柯克洋行

Cooke , L F 荣发洋行

'Cooke & Co. , E J ①(青岛)源和洋行、②(北京，葛克(洋行〉

Cookson Lead & Antimony Co. , Ltd. , The 古臣(矿业公司〉

Cooper. J.5.5. 古伯洋行

COOper. John 锦名〈代理行〉

。Cooper & Co ①〈上海〉柯柏洋行， Ij) (香港〉高吧公司

。C ooper & Co. , Chas B 泰来洋行

'Cooper & Co. , D.H. 地咽厨咕巴公司

Cooper & Co. , G 高吧洋行

CcOper & Son 高吧公司

COOPer , c\ ay & Kirby , Ltd. 英商来倍排行

COOper , Coate & Casey 古伯公司

COoper , Coa te & CaseY Dry Good Co. 芫商三友 i羊 íT

Cooper , John & Co , 公成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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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 Szabo & d' Ehrmanns , Ltd , 抄泊洋行

Co-Operative Advertising & Service Agncy 联益广告公司

Co-peratiYe Cargo Boat Co of Shanghai , Ltd 会德丰〈货船

公司〉

'Co-Operative Food 5..a 1e (Far East) Co , 义丰洋行

Co-Operative Francaise d e Shanghai 法商福食公司

Co-Operative of Russian Emigrants 远东公司

Co-Operative Society of Livehood 生活互助会

Co-Operative Stores 义和详行

Co-Operative Trading Co" The 协和洋行

Coqd'or Night Cluh 金鸡饭店

Corbac , Swift & Swallow 三合洋行

Corbin Cabinet Lock Ce 离平公司

Corl'in Lock Co" The 高平公司

Corinth & Co 克林王程司〈事务所〉

Corinth & Seidel 克林程得尔工程师〈事务所〉

Cornab e , Eckford & Co 和记洋行

Cornabe , Eckford & Winning 和记 a举行)

Cornal b a 义战罐头制造厂

Cornalba & Pezzini 义华洋行

Cornhill Insurance Co" Ltd , The 康泰保险公司

丰年详行Corn飞':ell Co" William l\[ 

Corolieff , P , F , 柯乐富t举行

Coronet Thea tre 新比照影画院

Corporazione Bancaria Sino- Ita1iana 北京震义银行

Corra , Lt乱， H 高乐有限公司

Corral & Co" F , 可利洋行

Corrit , A , 康益洋行

Cosgro刊 Hou5e 鸿安西饭店

Cosrno CI uh 万邦俱乐部

Cosmopolitan , The ili:界时报馆

Cosmopolitan Club , The 群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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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osmopolitan Dock 〈上海)宝顺机器厂， (1910年代后〉引翔槽

厂，引翔港船坞

吧。smopo1itan Press , The 

'Cosmopolitan Trading Co. 

.Cosmos Mercant i! e Co 

万圄印刷所

茂利洋行

永大洋行

Cosmos Paper Co" Fed. Inc. , U S A 

Cosmos Trading Co 大同贸易公司

Cossanteli Brothers 柯山洋行

Costa & Co 事R斯德〈洋行)

ζCostad & Co. , Rue. Cno. 龙大洋行

古司马洋仔

Costidis & Co. , John 离吉洋行，高司达〈洋行)

Cosy-Cushion Shop , The 美丽(卫艺品商店〉

Cosy Home Guide 逸安(家庭用品商店〉

Cotine Products Ltd. of London 英商固定麻棉种植公司

'CottoD Anti-Ad uIt eration Associa tion 棉花检查处

'CottoD Testing House 棉花检查处

'Council of Public Health of the China !lledical Missionary AI-

80cia t ion 博医会卫生部

'Council on Health Education 中华卫生教育会

Country Club 斜桥总会

.country Hospital , The 宏思医院

'Country Sanatorium 博仁精神病医院

Court Hotel , Tbe 皇宫饭店

'CO \l ~en ， Hughes & Co. , J.td. 克成(纺织工业公司〉

'Coutts , Geo. D. 丰茂〈牙行〉

Covenant Missionary Society 行道会，也行道会

Co叭 an & Co. (China) , T .b omas 离云白蚁公司

Cowen - Heinl闭 rg Co. 美生洋行

Cowper. Yirginia 离础(洋行) ，高柏尔〈洋行)

Cox , W. Wakeford 保泰〈保险行〉

(;ozzi , E. 郭只〈食品杂货店〉

(;raft Confectionery & Cafe 克剌夫特糖果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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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i g:, :llitis Elizabeth 天福圾店

Craig , Marshall & Co. 祥;2·(样行〉

Craig-Martin Insurance Office , Williarn 保慎水火保险公司

Craigin M emorial Hospita! 民康女医院

Crane Construction Co. 克令洋行

Crane Export 

Craven , J.H.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 U.S.A. 克兰洋行

礼i己(洋行)

Craven , T. 礼记(洋行)， (1 910午:fO 公吕(洋行)

Crawford , Neil H. 高福德〈保险行)

Cra 机 shaw Outdoor Publicity Co. , H. 克劳孝广告公司

Cray Chemical Works 克类化学厂

Creche llunicipa1e 臣海道育婴堂

中击支援业银行Credit Commercia! Sino-Francais 

Credit Foncier d' E l( tr l' me Orient 义品放款银行(1945年后〉

义品地产公司 s

Credi t Franco-Chinois 巾法银公司

Credit Immobilier Sino-Francais 法商建业银公司

Credit Information Bureau 商务证信所

Crest Hotel , The 克立司脱饭店

Crissafis , Jean 哈利洋行

Critta Jl Manufacturing Co.. Ltd. 英国钢铁窗格公司ν 葛烈道锦

窗公司

Critta Jl Manufacturing Co. (China) , Ltd. 

Crobes t I, td. 宝信洋行

Crofts & Co. , Geo. 

Cromi e & Burki lI 

Crompton & Co. , J. L. 

Crompton & Reyne lJ 

永福洋行

祥茂(洋行〉

康登洋行

克培洋行

Crone. Erik 克鲁纳洋行;克鲁纳地产经租处

葛烈追钢窗公司

Crone Land & Estate Agency , Erik 克鲁纳地产经理处

Crooks & Co. , W.J. 良济(洋行)

Croset Agencies , M. 宝信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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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field & Sons , Ltd. ，上 和兴公司，克劳斯育限公司

Cros Íie1d & Sons (China) • Ltd. , J. 驻华和兴把电有限公司

Crow , Inc. , Car1 

Crow , Inc. , M.S. 

克劳广告公司

克劳洋行

Crown & Co. (China) , William L. 利和洋行

Crewn Aerated Water Co. , Fed. Inc. , U.S.A. 大美汽水公司

Corwn Photo Co. 古龙照相馆

Corwn- Rembrand t Photo Co. 古龙照相馆

Corwnchina Co. , Inc. ①永康人寿保险公司 z ②(香港)香港永康人

寿燕梳公司

Cruz & CO. H. 正记〈洋行〉

Cruz , Basto & Co. 东兴(洋行〉

Crystal , Ltd. 山海关汽水公司

Crystal Hotel 晶社饭店

Cuddy & Co. , Edward R. 柯德公司

Culpeck , E.A. 元和洋行

Cult y , Theodore 桂乐第〈丈物商店〉

Culty & Co. , Th. 犬丰〈洋行〉

Culty Dairy Co. , Ltd. , The 可的牛奶有限公司

CumberI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Cum ine , Henry M. 克明洋行

Cumine & Co. , Ltd. 锦明洋行

Cumine & Kraph 克明〈洋行〉

Cumine & Milne 克明洋行

Cumming , K.M. 开明洋行

Cumming & Co.. Luke 商商洋行

根本哈民茸金，金巴宅长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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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离美利(洋行)

光禄〈洋行〉

八巴利洋行

Curry , R.A. 克理洋行

Curtiss-Wright Export Corp. 克将士飞机公司

Cushny & Smith 祥和IJ (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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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ine & Co.. M. 保泰 <i芋 fÎ)

Custodian of Enemy Property in China 大英敌侨理财处

Customs Club ①(上海〉新关总会E 海关总会，@(天津、牛庄〉

海关会馆1 @, (汉口〉海关波楼馆，④〈汕头〉海关球楼
Customs Library (牛庄〉海关书院

Czarne! zk; , F. 瑞成洋行

Czarnetzki & Co. 瑞成1宇.行

Czecho-Slovak Cen!ral Economic Commission 捷克斯拉夫中央经

?开委员会

C 7.仓 choslovak CircJ e 捷克斯拉夫总会

C zechoslo 、， ak Export Institute 捷克斯拉夫出口贸易研究院

Czechoso1v ak National Club 捷克斯拉夫总会

Cze kan ,ki & Co. 诚康洋行

D 

Da' Lee Co. 大利公司

Da Seuk GirIs School 陶淑女书院F 私立陶淑女子中学

Dachsel , Paul 达克司(文物商店〉

Dagal & Co. 谭格尔辞行

Dah Hall Trading Co. , Tb~ 大字洋行

Dah Kong Cotton Spinning Co. , Ltd. , The 大康纱厂

Dah Low Trading Co. 大陆洋行，楞离事株式会社

Dahag 德中洋行

Dah] , C. 大华洋行

Dahl & Co. , Ltd. , C. 道尔行有限公司

Dahlin , E.A. 陶林(洋行) 1 美商大隆洋行

Dai Choku Koshi 大直公司杂货部

Dai Ki & Co. 大纪洋行

Dai Kou Koshi 大光公司

Dai Nippon Boseki Kaisha 大日本纺织会社

Dai Nippon Brewery Co. , Ltd. , The 太阳皮洒总厂z 大日本麦洒

株式会社

Dai N ippon Prin!ing 1 nk Co. , Ltd. 大日本油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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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Ri Yoko 大利洋行

Dai Ring Yoko 大轮洋行

Dai Shin & Co. , Ltd. 大巾公司

Daia Co• 大亚公司

Daihun Yolto 大文洋行

Daihut8u 大佛〈古玩店)

Daibutsu & Co. 大佛商会

Daichoku Kogyo Kaisha , Ltd. 大直公司，大直兴业株式会社

Daido Boeki Kaisha , Ltd. 大同贸易株式会社

Daido G05hi Kaisha 犬同(合资会社)

Daìdo Hospital 大同医院

Daido Kaiun Kabushiki KBisha 大同海洁公司;大同海运株式会社

Daido Shokai 大同商会

Daido Yoko 大同洋行

Daido Yoshìten , Ltd. 

Dai-iehi & Co. , The 

大同洋纸店

第一公司

Daiichi Kogyo Co. 第→工业公司

Daiichi Seimei Hoken Sogo Kaisha 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

D'aikiu Radio Co. 大久无线电机器公司

Daiko Cotton Trading Co. 大兴棉花公司

Daily Bu Iletin 赣门报

Daily Suppliers , S.A. R.L., The 大隆洋行

Daimaru Kogyo , Ltd. 大声L洋行 F 大丸兴业株式会社

Daimyo Co. , The 大名拌行

DBimyo B旧san Co. 大名物产公司

Dainty Confectionery 美泰〈糖果点心店〉

Daintymaid Embroideries 大美花边(洋行〉

Dairai Yoko 大来洋行

Dairen Bank 大连银行

Dairen Ceramic W ork5 & Co. , L t d. 大连窑业株式会社

Dairen Chamber of Commerce 大连商会

Dairen Chutetsu Kacωhiki Kaisha 犬连铸铁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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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ren CI uh 大连俱乐部

Dairen Commercial Bank 大连商业银行

Dairen Currency Exchange , Trust & Guaranty Co. 大连取引所

钱钞信托株式会社

Dairen Dairy Association 大连牛乳贩卖所

Dairen Denpu Kabushiki Kaisha 大连淀粉株式会社

Dairen Engineering Works , Ltd. 大连机械制造所

Dairen Foundry , Ltd. 大连铸造合资会投

Dairen Foundry Works Partnership 犬连铸造所

Dairen Gas Works 大连煤气广

Dairen General Hospital 南满铁路大连医院

Dairen ICe Manufacturing Co. 

Dairen Juyo Bussan Torihikijo 

大连制冰株式会社

犬连重要物产取引所

Dairen Kisen Kahushiki Kaisha 犬连汽船株式会社

Dairen Land & Bui1ding Co. , Ltd. 大连土地家屋株式会社

Dairen Lumber Co. , Ltd. 犬连木材株式会社

Dairen M arine Association 犬连海务协会

Dairen Mokuzai Kabushiki Kaisha 犬连木材株式会社

Dairen Motor Sa1es Co. , Ltd. 大连汽拿公司

Dairen Nichi Nichi Shimhun 大连日目新闻

Dairen Provisions Refining Co. , Ltd. 大连食品公司

Dairen Seiryo Kahushiki Kaisha 大连食品公司

Dairen Sensho Shintaku Kabshiki Raisha 大连取引所钱钞信捂

株式会社

Dairen Shimbun , The 大连新闻

Dairen Shoyu Kabushiki Kaisha 

Dairen Stap1e Produce Exchange 

大连酱油株式会社

大连重要物产取引所

Dairen Starch Manufacturing Co. , Lt 乱， The 大连淀粉株式会注

Dairen Steamship Co. 大连汽船会桂

Dairen Tobacco & Wine Store , The 军Jl盛洋行

Dairen Towa Kisen Kaisha 大连东和汽船株式会社

Dairen Towa Steamship Co. , Lt d. 大连东和汽船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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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ren Yushi Kogyo Kabushiki Kai,ha 大连市IJi肉脂工业株式会社

Dairiku Co. 大陆梓行

Dairikll 5angyo Kai sl: a , Ltd. 大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陆产业株

式会社

Dairy Fanu Co. , Lt(\. , The 万:f!J 牛奶公司

Dairy Farm , lce & Co1d Slorage , L1d. , The 

Dairyu Yoko 大隆洋行

Daisei Yok(' & Co. 大盛洋行

Daishín Co.. The 大秦(捋:行)

Daisy Dai T) 

Daito & Co. 

Daitoh Co. 

farm 发来(牛奶场)

大东洋行

大东公司

Daitoku Yoko 大德洋行

Daiyasu & Co. 大安洋行

Daiyoshi Yoko 大由详行

Dala\ & Co. 水笼(洒行〉

Da1hank 远东银行

Da l! a 哩， Frank 戴礼土t举行

Dalla霄. George 新裕泰〈马房〉

Dallas & Co. 裕泰i芋行

Dallas & Co. , Normlln 达乐公司

Dallas Hone Reposilory Co. , Lld. , The 

Dallas Livery Stabl e Co. 老裕泰(马房〉

Dallas' Stahles 裕毒手(鸟房〉

Da Jl as Stables , George 新裕泰(鸟房〉

D' Alton , Jobn 德登样行

Dal tota t Co. 金山洋行

Daltotat' 8 Pharmacy 金山洋行

Dana Cre川、 er 'f， The 台纳(奶品店〉

Dan坷， G.G. 丹险英行

Danby & Hance 丹比及轩土〈洋行〉

Danese & CO. , A. 软拿士(理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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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forlh Memorial Hospital {且福德医院

D' Angelo & Co. , ~，1. 邓者罗(营造公司)

D' Angelo & Garibal di 义瑞建筑公司

Dangoor , M♂. 语谷(牙行〉

DanieIIe 健美商店

Danish Asiatic Co.. The 永丰洋行

Danish Chamber of Commerce 丹国商会

Danish Lutheran Mission 丹田路德会，关东基督教罗德全;关东

基督教信义会

Danish Lutheran Mission Middle School 安东中学堂F 安东路得

会中学校

Danish Machine Co. 丹麦机器公司

Danigh Mission Hospital 丹国病院 z 基督教医院

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 路德全，丹国路德全

Danish Packers , Ltd. 丹麦畜产有限公司

Danish Rading Circle. The 丹麦国书楼

Danniel & Co. 丹尼路洋行

Danny , 111 ercian & Co. 

Danske ~I issionsselskab 

茂兴〈洋行〉

路德会，丹国路德会

邓脱详行Dant & Russell , Inc. 

D' Arc & Co. , G. L. 搭克叫卖行

搭克饭店D' Arc' s Hote1 

Dar-Ker House 搭克饭店

Darre , M arceI 达理会计师(事务所〉

Darre , M arceI (Cabinet) 达理事务所，达理有限公司

Daruma & Co. 达磨洋行

Dastoor & Co. , F.R. 隆兴洋行

Daswani & Co.. D.R. 大生(洋行)

伊达医院Date Hospital 

Dau & Co. , C. 道孚洋行

Dau & Co. , Hugo 吉昌公司

Daughters of Jesus 耶妹孝女 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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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叼ort Proprietary , Ltd. 英商永和澳大利亚羊毛公司

Davey , W. J. 英商德憔(洋行〉

David , A.E. 达丰洋行

David & Co. 裕康洋行

David & Co. , G. 捷商谭维特公司

David & Co. , Ke \l y 开支台未(洋行)

David & Co. , Lt 乱， S. 1. 台惟洋行

David & Co. , 5.J. ①(香港〉爹核洋行，②台惟i羊ft

Davìd & Co. , 5amuel 合盛样行

David Gregg Hospi'a! 柔济女医院

David Hìll Girls' Míddl e School 私立训女巾学

David Hill Memoria! Cirls' Boarrling School 训欠f)院;四11 女

中学

David Hill School for tb e Blind 训盲书院

Davids , M. 罗泰洋行

Davidson & Co. 纶界织造厂F 纶异染在1f‘

Davidoon lII e morial School 英华女学堂，私立英华女子和j级中学

Davie , Boag & Co. , Ltd. 德惠宝洋行

Davies. Erìc 谏维思洋行

Ca飞 ies & Brook e 新瑞和洋行

Davies & Thomas 新瑞和〈营造厂}

I'ari e" Brooke & Gran 建兴建筑师事务所

Davis , A.C. 

Davi~ ， Roy 

台物史(代理行)

瑞隆洋行

Davis & Co. (New York) 爹维土公司

Da 可 is & Co. , Albert C. ①(1900年代〉大字洋行，辛台维斯行

Davis & Co. , Paula (New York) 婆剌爹维七公司

Davis & Co. , P.M. 

Davis & Co. , R.S. 

美通〈洋行) ;达维洋行

瑞隆详行

Davis Co. , Ltd. 爹维土样行

Davy ，且 rthur (Bradford) 大维(纺织工业公司〉

Da 飞， al \l Chemical Industries 太华利化学总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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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son & Co. , Ltd. 葡商道生洋行

Da yaram , Cha looma 1 & Co. 他电量林差郁文公司

Daytοn ， Price & Co. , Ltd. 爹顿f罪行

De Coster , J. 德高斯德(洋行〉

De 10吨， F. 华德隆洋行

De La Rama Steamship Co. , 1I1 c. , The 联美轮船公司

De La Rue & Co. , Ltd. , ThonlR5 德纳罗印钞公司

De Laet & Co. , F.J. 祥源(代办行)

De Luxe 第乐可祥行

De Luxe Co. 精华公司

De Luxe Tobacco Slore 爱富姻公司

De-No-Fa (China) 德诺发洋行

De SchuJt hess & Co. 达昌洋行

De Sousa & Cia 

De Sousa & Co. 

梳沙t学行

梳沙洋行

De Sou za & Co. 捷兴(印刷厂)

De Trey & Co. , Ltd. 迫地利及亚士有限公司

De Vault , Henry S. 田华德会计师(事务所)

De Vault & Co. , Henry S. 回华德会计师〈事务所〉

De Wìtt & Co. , Ltd.. E.C. 第威德制药公司

Deacon & Co. 的呢汗:行，的近洋行

Dean , ~I. 丁恩洋行

Dean & Co. , Ltd. , W.E. ~r~益有限公司

Deuborn School 袭氏学堂

Debeaux , A. 泰 1毒洋行

Debenham & Co. 英商直隆洋行

Debenhams , Ltd.. 英商克隆洋行

Debus , M ax 德饰施(皮货行〉

Decker , Christoph 来福(船具百货店〉

Decora Studio 杜劳美术公司

Decorating Co. 

Decoro & Co. 

元泰洋行

达罗营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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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eoglou & Co. 爹爹兄弟烟厂

Ded eoglou Bros. 爹爹兄弟烟厂

Dee (China) Co. , L. F. 宝利洋行

Deer , A. 英达洋行

Dfeag 德孚洋行

Defroyenne & Cíe , Victor 德富来(洋行)富农浮仔

Degussa 德国金银化学出品社

Deh Dji Construction Co. 德记营业公司

Dehay 德华(洋行〉

Dehn & Ebsen , 1 nc. 

Dehns (Manchester) 

裕德洋行

和德〈洋行〉

Deith , R. 狄安芝(服装厂) !英国制造厂

Del Monte Cafe 亨白花园

Delaquaize , M. 

Delbourg , J. 

Delbourg & Co. 

达拉盖〈代理行)

德离〈洋行)

德高洋行

Delburgo & Co. , D. H. 达非L (洋行) !远利〈洋行〉

Delícacy Goods Co. 美味食品公司

Delle & Co. , Lt d. 云龙汽车公司

Dell' oro & Co. 台禄洋行

Delplace , Ghislain 比商大昌撑行

DemBg Aktiengesellschaft 德国台麦格厂

Deming & Co. 德明洋行

Den Dansk e Laeseforening 丹麦国书楼

Den Kri9tne Mission blandt Kinas Buddhister 

友会

Denegri , A.P. 

Denegrí , M. 

Deoegri & Do. 

Denha n , J. E. 

Denham & Co. 

义克利〈丝行〉

德利(丝行〉

E. 义克利洋行

美昌洋行

建成(洋行〉

Denham & Rose 美昌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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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ÏB Apartments 德义大楼

Deni5 Land Investment Co. 

Denison , Prenssner & Co. 

Denison , Ram & Gibbs 

英商间茂地产有限公司

彩彰染坊公司

旬尼臣蓝11劫士〈工程行〉

Denniston & Sullivan 美泰i芋行

Dent & Co. , AI fred 宝腼洋行

Den t & Co. , Her bert 霞拔颠地〈洋行〉

Dent , Beale & Co. 宝!顿详行

Dental Supply Co. of China 东方牙科材料公司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ruth Ha l! Academy 崇实

学科工程部

Deshler Purchasing Agency 德士勒采办行

Despatch Printing Co. 立成印字房

Deut 雪 ch-Asilltische Pank 德华银行

Deutsch -生 siatisch e Handelsgessllschaft 德中洋行

Deu t5ch 卢 Asiatische Warte 德华汇报

Deutsch-Chinesisch e Druckerei und Verlagsamstalt 福昌书局

Deutsch Chinesische Handeis Co. 捷利洋行

Deutsch-Chinesische Import & Export Co. 协通公司

Deutsch Chinesi~che Mittel-Schule 德华普通巾学堂

Deutsch-Chinesische Nachrichten 锦华日报

Deutsch-Chinesische Poliklinik fur Chinesen 大德国施医院

Deutsch-Chinesische Schu1e 德华中学堂

D euts ch- Chinesisc he Seid en - 1 nd us t rie-G eSe Ilschaft 德华缭丝

公司

Deutsch-Chinesischer Film Exchange , Inc. 协通影片公司

Deutsch-Chine5ischer Verein 中德协会

De川 sch Chinesisches Krankenhaus 德华医院

Deutsch Molkerei 德国大夫牛奶公司

Deutsch -M ongolische Handels -Geselhchaft 德蒙公司

Deutsch Niederlaenrlische Telegraphen Ges ellschaft , A.-G. 大

德和电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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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Aer zte Ge~ellschaft 德国医师公会

Deut刊he Aer ztevereininigung t童医务所

De \山 che Apotheke 德华大药房 z 德国药房

Deutsche China Allianz Mission in Barmen 

Deutsche Cigaretten Fabεi1< 德中烟厂

德华盟会

Deutsche Druckerei & Verlagsanstalt 德文书局

Deutscb e Farben HandelsgeseIIschaft 德孚洋fT

Deutscb e Foo An Cotton MiII 德商义泰富安纱厂

Deut刊he Frauen Missions Bund 女公会

Deut刊he Ger盯leide ①(北京〉德侨会馆;②(青岛〉德国同乡会

Deutsche GeseIIschaft fur Bergbau und Industrie in Auslande 

德华矿务贸易公司

Deutsche Gold-und Silher-Scheideanstalt 飞Tormals Roessl er , 
Fran 'k. urt an Main 德国金银化学出品社

Deutscbe Han delskammer 德国商会

Deutsche Handelskammer fuer Nordchina in Tientsin 
德国商会

Deutsche Kirche 德国教堂

天津华~l

Deutsche Medí zin - un d 1 ngenie盯schule 同济德文医工学堂

Deutsche MadizïnschuIe 同济德文医学堂

Deutsche PolikIinik fuer Chinesen 大德国普济医院

Deutsche Schlachterei und Wurstfahrik 德国牛肉庄

Deutsche Schule ①〈汉口〉德国威廉学堂，德国学堂，②(北京〉

德国学校，⑨(1:海〉德国学堂， @ (天津〉德国书房
Deutsche Schule fUr Chinesen 济南德文高等学堂

Deutsche Stickstoff Handelsgesellschaft 爱书L司洋行

Deuts che Vereinigung 德国同乡会

Deutsche 鄂T ein 1< el terei 宝珠造酒公司

Deutsche Wer】ζstaetten 拖华公司

Deutsche Zeitung in Nordchina 德文日报

De川 scher Club 德国总会

Deutscher Garten Club 德国花园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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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r Klub ①(七海〉德国总会;12(i叉口)德国波楼情;⑨(沈

阳)德国俱乐部

Deutscher Maschinenhau 德商桥梁公司

Deutscher Wirtschaftsverband Tientsin 天津德国工商协会

Deutsches Bacteriol. Serolog. Institut. G.m.b.H. 开元验病所

Deutsches Blindenheim 九龙德国替目院，九龙心光书院

Deutsches Haus 德国会馆

Deutsches Heim 德国俱乐部

Deutsches Hospital ①(北京、天津)德国医院，②〈济南〉德华

医院

Deutsches Ingenieur Bureau fuer China 德商萃成(工程行〉

Deutsches Kalisyndikat , G.m.b.且， Berlin 德国钢屈肥料联合公司

Deutsches "Lesezimmer Fuer Seeleute" 德国书院

Deutsches Militar Lazarett nnd Hospital fUr Priyatkranke 徨

国军队医院

Deutsches Nachricten Buero , G. J!l .b.H. 

Deutschland Insti tute 中德学会

Devault Co. , J.F. , The 文达洋行

Devin & CO. 类生洋行

Devlin & Downs , Drs. 台物林医生〈诊所〉

德国新闻

Dewhurst , Ltd. Geo. , & R. 义源(洋行〉

Dialdas & Sons , M. 畸爹哑士及子公司

Diamond Soap Co. 金钢钻肥皂公司

Dibre lI Brot hers , 1 nc. 美迪洋行，美国地宝烟叶公司

Dich Vier & Co. 德发洋行

Dich , Bellamy & Co. 萃华洋fj

DickesOD , Jones & Co. 志犬〈洋行〉

Dickinson & Co. , Ltd. , John (London) 狄金生洋行

Dickinson Co. , Ltd. , Herbert , The 吉金爽公司

DicksOD , Parker Co. Ltd. 的臣洋行

Dieden & Co. , B. 第腾洋行

Diederichsen & Co. ，日. 德:主生洋行，捷成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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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erichsen , Je 1月 en & Co. 捷走。手f于〉

Dierkg Button Co. 主克钝 ~U公司，克二兰银扣公司

Diestel 8, Co.. Ltd • H. 巾元企业公司

Dietrich , M. 得利ft

Dìetrich & Co. , M. 奥利(拍卖行)

Dietz , Hans 海利<t平行〉

Diet z & Hubel 海利〈洋行)

Dimitriades , C. 永祥泰〈洒业贸易行〉

Dimitriades Brothers 升丰洋行

Dingle , W. 丁威林(工程事务所) ; T格林(工程事务所〉

Dingle &. Co. , E. J. 照和捍行

Diocesan Boys' School , The 拔萃男书安

Diocesan Gi r1s' School 拔萃女书室

Díocesan Gir !s' School and Orphanage 拔萃女臼窒

Díocesan Horne & Orphanage 拔萃书室

Diocesan School and Orphana ge 拔萃书室

Diongloh Arrnerican Board M ission Hospital 圣教民院

Discharged Prisoners' Aid Society 新民辅成全

Disco,unt Savings Bank 益安银行

Dispensary of Sacred Heart 杨树浦新普育堂分院

Díss Brothers 机灵士〈裁缝铺)

Ditmar , BrUnner Bros. , Ltd. , R. 光耀有限公司

Dítta G. Nicolis 义中洋行

Dittman , S. 狄脱门(广告代理行〉

Dixle Orient Trading , Fed. Inc. , U.S.A. 狄士佯行

Dixon , H.R. 狄格理〈工程事务所)

Dixon & Co. , L td. , H.C. 怡德洋行

Dixon & So口， Ltd. , H.C. 怡德洋行

Djafaroff , A. 离升〈洋行〉

Dmitrovsky , Samuel 百美洋行

Dmitrovsky Bros. , Inc. 苦美洋行

Doberck & Co. , W.A. 陶伯克(电气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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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rovolsky , A.A. 丰记洋行

Dobun Shomu Kosho 同文商务公所

Dodd , Anthony 福伦洋行

Dodge & Seymour (Chma) , Ltd. f台昌洋jr

Dod ge B rot hers 遣济〈汽车厂)

Dodge Brothers Motor Cars 边济汽车行

Dodwell & Co. , Ltd. 天祥洋行

Dodwe lJ, Carl i1l & Co. 

Dodwell Motors , Ltd. 

Dohr , G. 者自合洋行

天祥(洋行)

天样汽车行

Dohr & Co. , G. 都合洋行

Dobse , L.M.J. 徒司〈洋行〉

Dohwa Yoko 同和洋行

Doi & Co. 土井商会

Doi & Watanabe , Inc. 上海海务所

Dojin Hospital 

日〉同仁医院

①〈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同仁会北京医院F ②(汉

Dojin Medical School 同仁医学堂 F 同仁医院医学堂

Dojin Peldng Hospi tal 北平同仁会医院

Dojinkai Hospitål 同仁会医院

Dojun- Yoko Trading Co. 同顺(洋行〉

Doko Boshoku Kahushiki Kaisha 同兴纺织株式会社

Dola Co. , G. I. 敷岛商会

Dollln , J.5. 德泰〈贸易行)

Dolgorouckoff & Co. , 1. 丹商检茂(代理行〉

Dollar Co. , The Rohert 大来洋行，笠拔打刺公司

Dollar Directory 香港娘圆人名录公司

Dollar Directory Co. 上海行名录公司

Dollar Line 大来轮船公司

DoIlar Lumher Co. 大来木行

Dollar Fai Líen Chien Wharf 大来白莲泾码头

Dollar Pres! , The 大陆美术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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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ar Fre~s Co. ， τhe 大来印刷所

Do lIar Steamship Li nes. Inc.. Lt d. 大来轮船公司i

Dollar Trading Co. 大来公司

r.lI i 吨肘， V. 陶 j爱极<rr.行〉

Doll y i革利公司

Domh町& Son 同茂样行

Domhey & Son , Ltd. 同茂英商有限公司

Domecq & Co. , Pedro 道美克酒厂

Do血 ei New8 Agency 同盟泣，同盟通信社

Domestic f.ngineers , Ltd. 兴利有限公司

Dominicains 多明我会z 圣多明我会

Dominican ~Iission~ in tbe Far East 大吕宋传教堂

Dominican Sisters 多明我女修会

Dominican Spanish Misøion 南门外模尾巷天主堂

Dominion Distilleries , Ltd. 大名洋酒公司

Don Bosco Industrial Scboo\ 斯商工艺中学

Don Bosco Salesian Institute 斯高中学

Don Bosco Salesian Orphan伊 斯高教养院

Donald , David G. 英商富利普洋行

Doney & Co. 永盛(洋行〉

Doney & Mo lIer 永盛〈洋fj)

Dong Sbing Spinning & We llV ing Co.. .L td. 

绩株式会社

DonneJl & BieHeld 

DonneJl y & Whyte 

Donny-Blin 利华药房

美经纪i羊行

荔泰洋行

Doo Bun Tr"ding Co. 同文贸易公司

Doodha , Frank N.W. 杜达公司

Dooly , Joh n S. 杜礼(洋行〉

"Door of Hope" 

Dorabjee & Son 

Doray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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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g5chlag & Dr. Konig 陶柯公司

Dorman , Long & Associates (China) • Ltd. 道门朗联合公司

Dorm an , Long & Co. , Lt d. 道门朗公司

Dorn , Wilhelm 道安洋行

Do~hi ， C.P. 杜西洋行

D oshikai 间志会

Dossa & Co. , G. :}I，:大洋行

Dostal & Pang 明德行

Doten Yoko 同天洋行

Doucakis , Ch. A. 

Doucakis & Kodjak 

Doughty & Co. , C. 1. 

杜柯洋tt

杜柯洋行

美商陶达详行

Douglas Aircraft Co. , Inc. 道格拉斯飞机公司

Douglas Lapraik & Co. 得忌利仨〈洋行〉

DougJas Lapraik Stea咀ship Co. 得忌和l 二仨轮船公司

Doulatram & Sons 大隆洋行

Doumer T hea tre 杜美大戏院

Douw Hospital 追济医院

DowdaIl , W.M. 运达1草行

Dowdall & Moorhead 道达(汇理事务所)

Dowdall & Read 道达洋行

、 Dowie ， Ro bert G. 育才~社

D-"O w 1 肘， Forhes & Co. 杜芳公司

DO'vler , Forhes & Co. (China) , L'td. 桂芳公司

Dow n Town Garages 新生活汽车公司

U"叭'口， Reis8 利司五金也料行

Dr曲，h!e ， L.H. 英商检乐f白

Drafon Co. 神龙{商店〉

Dragtn Cycle Depôt 飞龙公司

Dragln Motor Car Co. 飞龙公司

Dragor. Motor Car Co. , Ltd. , The 飞龙公司

Drakefo时， Davis & Wilson jj吉林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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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ns Íìel d & Co. , A. 启祥行

Draper Tamaya 玉屋吴服店

Drapery Emporium , The 雅心公司

Dreyfus , Raymond 得利夫洋行

Drey fus & Bro. , E. 达利洋行

Dreyfus & Cie , Louis ①达孚洋行，②(哈尔滨)利丰洋行

Dreyfus & Co. (Overseas) , Ltd. , Louis 达孚洋行

Droesse , Werner 德商福华轮船行

Drogaria Interncional 澳门万国药局

Dròge , W. 恒茂洋行
Droos Co. , Norman M. 德鲁详行

Druggist Co. 

Drys dale & Co. 

德罗吉斯特公司

赖安仁〈洋行)

Drysdale , MacGregor & Co. , Ltd. 安仁有限公司

Du Pac de Marsoulie~ ， A. 邀百克大律师事务所

Du Pac de Marsoulieii Ancien Land & Estate Office 邀百克地

产部

Du Font (China) , Inc. 恒信洋行

Du Font de N emοurs & Co. , lnc. , E. I. 恒信洋行

Du Pont de N emour8 Export Co. , 1 且c. ， E.I. 美商恒信详行

Dubois , 1. 信利洋行

Dubois & (0. , J.. 信利洋行

Duca & Co. , M.P. 杜康乐〈洋行〉
/ , 

Duca , Ltd. , M.P. 句 杜康洋行，罗麦纳贸易公司

Duchel & Co. , Ltd. 亚孚公司

Duck , Ltd. , Henry 罗泰洋行

Duckitt , E.R. 达克洋行

Ducos Fils et Freres i;去商杜谷司洒号

Dudgeon , Dr. 1. 华兴公司

Duering , Henry 飞r on 荣华(洋行〉

Duering & Co. , Von 荣华(洋行)

Duff , J. L. 都约翰〈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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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f & Co. 新顺昌 <i羊行)

Duff & Co.. J. L. 都约翰洋行

Duff & Son (1 930) , Ltd. , William 英离大字公司

DufoUT , Henri S. 福燃洋行，宫来洋行

Dukalski , D. 郝克司克详行

Duka lski & Co.. D. 西华洋行

Du kalski Confectionery & Bakery 西华洋行

Dukelsky..N.P. 大俄国印书馆

Dullon Co. 德伦洋行

Dunbar , L. 丹巴洋行

Dunb ar ，飞'illiam 丹巳洋行

Du nbar & Co. , L. 丹巴洋行

Dunbar & Co. , Lambert 丹巴样ff

Dunbar Bros.C叭， Lt d. 丹巴洋行

Duncan & Co. 恒大洋行

Dun can Metal Works 恒大机制五金喷镀公司

Dllncan SteeI Wíndow Co. 恒大钢窗公司

Dunlop , Lt 孔. W. & c. 放立公司

Dunlop Rubber Co. (Chína) , Ltd. 英商驻华邓禄普橡皮育限公司

Dunlop Rubber Co. (Far East) , Lt <1. 

Dunlop Rubber Co. (Japan) , Ltd. 

英国邓禄普橡皮厂

日本邓禄普有限公司

Dunn , Walter 华泰(洋行〉

Dunn & Co. , Walter 华泰洋行

Dllnne , T.E. 邓恩(洋行〉

Dunning & Co. 新晋隆(洋行〉

Dunning & Co.. Ltd. 新普降 <ì芋行)

Dllplessis , G. 大罗(洋行)

Dupu)' , Pierre H. t每培 ci丰fj-)

During & Co. , Von 荣华洋行

DUríng , \Villel & Co. ,von ~R华抖'-行

DUfo Motor Co.. Ltd川 The 刁路磨占了公司

Duro Pump & Engineering C 0. , TI,c 诚和机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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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o Safety Glass Co. 久乐安全玻璃公司

DUlocher & CO. , Ltd. , R. 信达洋行

Durst , M.H.R. 社施德王程师〈事务所〉

Dutch Colonial Trading Co. 和商建源钱

Dutch Engineering Works 和兰制造机器厂

Dutch Trading Co. , The 大昌行

Dutton & Co. , W. 达登洋行

Dweck Linen lmporti吨 Co. 杜怀克进出口i羊行

Dyce & Co. 悻信t芋行

Dye & Co. , H.H. 

Dyer & Keenan 

Dyson , James 

I1 zionk , M.F. 

大亚洋行

大雅纪南〈工程都务所)

戴森(工程事务所〉

常开〈地产代理行)

Dzongteb Girh' School 崇德女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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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4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

究壶编辑部主办，是一种公开发行的不定期学术性刊物，反映国

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1840-1949) 的学术成果、研究动态

等，每年大致出版两辑，每辑25----30万字。服务对象是国内史学

工信者和关心中国近代史的广犬读者。所刊载的论文，多具新观

点、新见解，或国内少见的新资料，尤其着重刊载与国内学者现

店、不同的论文译文，供史学工作者比较研究。

水刊欢迎有关中国近代 (1840-1949) 历史的下列稿件 2

1 .专论译文 F

2 .专著摘译或节译 z

3 .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回忆录译稿 F

4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或迷 i于 2

5 .国外有关著作的书许或介绍F

6. 其他。

本刊并欢迎推荐值得译介的有关文章，建议一经采纳，当赠

本刊约谢。

译稿要求译文准确，人名、地名、官职、机构名称等，务请

查核清楚，引用中文资料应使用资料原文 F 数字、日期等标写方

法，以《人民日报>> 1986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均准，注释-律采用同页脚注。

i手稿 i青附原文。如决定采府，即发函通知 f 一经发表，即按

规定致酬 s 如不采用，妥均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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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译稿或撰写稿，均请使用有格稿纸，书写工整，译文中

所附原文请用印刷体书写。

来稿请写真实娃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发表时署在听

便。

来稿来信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勿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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