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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諜」，令主張抗日的張學良大受打擊，懷疑自己的行動是否正確，最後決定送
蔣返回南京，這一份是什麼報紙？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西安事變是一個很值得探索的課題，許多書籍都認為西安事變導致國共

歷史的發展是多方面的，有縱的脈絡，亦有橫的枝節。同一時間有許多

合作、中國團結抗日。所以張學良是功臣，是愛國的。當然亦有人認為西安

事情在進行，彼此互相影響，若遺漏其中一條線索，都難明真相。研究歷史

事變，國軍因此停止剿共，讓中共有機會死灰復燃，令國軍最後戰敗，退守

的難處，是可信資料太少，虛假資料太多，往往黑白是非不分。談現代史尤

台灣，因此張學良是黨國罪人。誰是誰非？很有探索的價值！

為困難，因為歷史乃施政記錄，某些記錄不利現政權或有損其顏面，不好說

先談張學良是否國民黨的「黨國罪人」一點，這觀點的理據十分薄弱。

也不能說；知情人士有些為存忠厚，知道內情也不予駁斥；有些參與其事的

因為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團結抗日，經過八年抗戰，中共不錯是力量大增；

人，為避殺身之禍，守密不談。於是坊間一般「史書」，大多數只是成為吹捧

但國民黨的力量亦增加不少，陸軍軍隊數目由 170 萬增加到戰爭結束時的 400

某人或某政黨的宣傳刊物，而很難成為真正的「信史」。就算是能夠編輯出

多萬，且有大批美械裝備的部隊，機動力和火力都是優越的。除了坦克、大

版，也可能被列為禁書。

炮之外，更有千多架飛機，能夠空運和轟炸，支援地面作戰。政治方面，中

此外，還需要注意一點：抗戰初期中國得到大量蘇聯援助，中蘇邦交是

國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蔣介石晉升為世界級元首，當時國民黨

如何恢復的？何時恢復的？「國共合作」還是「西安事變」促成中蘇友好的？

在國內外的地位是國民黨歷史中最高的。那麼，這剎那光輝，張學良是否應

目前尚無「張學良促進中蘇友好」的說法，蘇聯援華抗日既與張學良無關，

算上有半點功勞？其後國民黨的聲望和軍力迅速由高峰滑落，似乎與已經被

那麼蘇聯援華與「國共合作」可有關係？中蘇友好導致國共合作，還是國共

軟禁的張學良沾不上任何關係！內戰又不是張學良指揮的，打敗了與他有何

合作導致蘇聯援華？抑或是一個循環關係？蘇聯援華抗日動機何在？

關係？

蔣介石在改善國共和中蘇關係兩個環節裏扮演什麼角色？他是在西安事

再談到張學良是否促進國共合作的功臣這一點。

變後被動被迫去做的，還是在事變前已採取主動？若是後者，那麼國共合作

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推動國共合作，團結抗日。出發點固然是好，但

可能是國民黨第二次「聯俄容共」的結果，而非張學良的貢獻。還有談國共

過程是否全無風險？假如張楊部隊進攻蔣介石寢室時，雙方部隊猛烈交火，

合作，不能不談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如何形成的？中共

令蔣介石意外致死，那麼事變會令全國團結，還是陷入更大的分裂？另外，

在蔣介石長期迫害屠殺之下，數十萬黨員幹部遇害，血海深仇。中共如何從

西安事變導致國共合作，只是假定蔣介石全力動武剿共，沒有與中共談判接

「反蔣抗日」轉變為「聯蔣抗日」？其間有什麼國內外因素影響中共的決策？

觸。但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時，國共在南京正進行秘密談判，由於事變發

國共合作抗日是張學良兵諫的結果，還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

生，談判因而中止。若蔣介石有什麼不測，那麼對國共關係的影響是正面還

這一連串問題互相關連，必須同時從蔣介石、蘇聯、中共、張學良等四

是負面？最關鍵的一點：張學良究竟知不知道國共正在進行秘密談判？如果

個不同的角度和資料予以觀察，才能客觀準確評價西安事變的歷史地位，才

已經知道，他還要發動事變，目的的什麼？

能說清楚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過程。本文現用下述四個縱橫交錯的線索：

西安事變爆發之後，當時有一份報紙痛罵張學良是「日本帝國主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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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新聯俄容共政策的形成、蘇聯全球戰略下的援華抗日政策、中共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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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線的演變、張學良的思想變化，談談國共如何從敵對演變為合作抗日的經

會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人，時稱「七

過。

君子事件」。蔣介石的強硬鎮壓反令抗日救亡運動變得更加激烈。

1

二、全國要求團結抗日

2. 國民黨內部的異見
國民黨內部對「先攘外後安內」或「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意見分歧。

1. 抗日救亡運動蔓延全國

蔣介石主張採取「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先全力剿共，再對付日本。但
國民黨內部反對蔣介石的勢力，如馮玉祥、陳銘樞、胡漢民等紛紛以抗日為

1927 年 4 月 9 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中國統一在望。6 月 27 日日本在

號召，批評蔣介石。1935 年 4 月 15 日胡漢民主編的《三民主義》月刊嚴厲批

大連召開「東方會議」。日首相田中義一指出：中國之統一及覺醒對日本之威

評蔣介石專政八年，在親日政策之下，斷送國土達 8,513,304 平方華里，為中

脅，必須乘中國未有力量之前予以打擊，以確保日本利益。於是出兵濟南，

國總面積四分之一，人口達 3,234,864 人，等於十個英國那麼大。

製造慘案，企圖引起事端，破壞北伐，阻止中國統一。但蔣介石令革命軍繞

事實上，日本的侵略實質上不斷傷害國民政府的利益，這是蔣介石不能

道北上，終於完成統一中國之大業。日本見無法分裂中國，從中漁利，遂改

不考慮的。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靠關稅、鹽稅和統稅（工、農產品

用鯨吞的辦法，發動軍事侵略。1931 年有「九一八事變」
；1932 年有「一二八

及進口商品，邀交一次稅後，可以通行全國，故這稅項名為統稅）。在 1932

事變」，並製造偽滿洲國；1933 年侵略熱河，迫訂《塘沽協定》，使國軍自冀

至 1934 年的三年間，這三項稅收佔國民政府總收入的八成以上。華北地區在

東二十餘縣撤退；1935 年又迫訂《何梅協定》，國軍被迫再退出河北；稍後，

這三項稅收中佔重要的地位，自日本控制華北後，從 1935 年 8 月 1 日至 1936

日本又迫使華北各省宣佈「自治」，步步蠶食中國領土。

年 4 月 30 日，國民政府在華北的關稅損失就達 2,550 萬元。1934 年至 1937

面對國家危亡，九一八事變後，9 月 26 日上海各大學學生立即到南京請

年，華北因走私而漏稅的稅款達 1.9 億元之多。另外，日本侵佔華北後，壟斷

願，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太原等地學生相繼展開大規模的遊行

該區的工業、商業、礦業、金融和運輸的利益，對英美等國亦做成傷害，亦

示威，要求抗日。國民黨用高壓手段把學生運動鎮壓下來。1935 年華北事變

間接打擊了與英美貿易有密切關係的國民黨人利益。這種情況，令國民黨內

發生，12 月 9 日，五六千名北京學生舉行示威集會，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

產生反對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政策的聲音。

2

義」、「全體武裝起來保護華北」，史稱「一二九運動」。抗日救亡運動蔓延全

1936 年 6 月 1 日，兩廣事變爆發，陳濟棠、李宗仁通電：「反對日本增兵

國，為全民抗戰作好了思想準備。
「一二九運動」期間，上海先後成立多個救國團體，1936 年 6 月 1 日，全
國六十多個抗日組織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求「停止內戰，一
致抗日」。11 月 23 日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的罪名，拘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

6

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下冊）．從西安事變到新中國成立

1

馬齊彬：《國共兩黨關係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年），第 533－
5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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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有、禢倩紅等：《國共合作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 年），第 166－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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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華北，率部北上抗日。」國民黨內軍事和政治領袖都反對「先安內，後攘外」
政策，要求抗日的人愈來愈多，對蔣介石構成重大壓力。

3

6

個人一時之快意，博得國民之同情，而簽對日首先絕交與宣戰之字。」 蔣對
日本的不斷挑釁，都盡量使之局限為地區性事件。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在上
海挑釁，第十九路軍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戰爭爆發。蔣為使滬戰局限成地
7

方事件，所有增援部隊，概用原駐滬的第十九路軍番號。 日本乘上海戰事方

三、蔣介石新「聯俄容共」政策的形成

酣製造滿洲國，3 月 9 日溥儀在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1933 年 1 月 3 日日軍

1.「先安內後攘外」政策的形成與結果

抗。日本與國民政府談判，5 月 31 日參謀本部廳長熊斌代表何應欽與關東軍

佔領山海關，3 月 4 日進入承德。惟向長城南進時，在古北口遇上國軍猛烈抵
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以長城為界，國軍撤至延慶蘆台線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蔣介石面對着分裂的國民黨，馮玉祥、閻錫山、李

以南，日軍撤回長城以北。從此關外和冀東二十餘縣淪亡敵手，喪權辱國之

宗仁、張發奎、石友三和胡漢民等都反對他；另外蔣介石又面對中共坐大之

極。日軍繼續煽動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等華北五省脫離國民政

患。國內的分裂再加上中日兩國軍力懸殊，蔣採取了「先安內後攘外」政策。

府管治。1935 年 1 月行政院駐平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被迫南返，6 月 10 日

1932 年 6 月 9 日他在廬山五省剿匪會議裏解釋先消滅中共再抗日的原因：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口頭答應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

「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沒

郎要求，撤退國軍于學忠部和河北省黨部等機構。次日何應欽簽署日方送交

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禦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與明末的情形一

的備忘錄，史稱「何梅協定」，日本據此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大部主

4

「我
樣。…… 結果只有亡國。」 同年 12 月 14 日蔣介石在內政會議再次強調：

8

權。

們要想攘外，必先安內；要求安內，必須看到我們內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麼

蔣介石安內方式有二：對國民黨內異見份子採忍讓方式，九一八事變

地方：第一、是我們內部的政見不一致；第二、是赤禍的紛擾。…… 如果我

後，蔣恢復胡漢民自由，並自願引退，以平息南京與廣州國民黨人之內爭。

5

們在內部把赤匪的禍亂消除了，對日是沒有問題的。」

9

1936 年陳濟棠事件與李白的抗命，兩軍雖曾對峙，但最後都能和平解決。 對

蔣介石為了安內，對日本的侵略便忍辱負重。1933 年 1 月 11 日蔣在溪

中共則趕盡殺絕。滬戰結束，1932 年 5 月，蔣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

口武嶺學校講「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說：「忠於謀國者，必就實際之力量，

動員三十個師二十餘萬，發動第四次圍剿，9 月 14 日攻佔中共鄂豫皖蘇區政

而謀適當之措置，不能效不負責任之輩，不審實際之利害，逞為快意之談，
徒博一時之同情，而置國家於孤注一擲也。…… 余寧含垢忍痛，決不願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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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在地新集和皖西共軍基地金家寨，迫使張國燾西撤，賀龍放棄洪湖根據

砂交換德國協助練兵和提供武器、機器與國防工業技術。自 1928 年至 1938

地。惟在 1933 年 2 月 28 日黃陂之役和 3 月 22 日草台岡之役兩仗，共損失近

年，德國前後共派了五位軍事總顧問來華，協助中國練兵及國防現代化。

三個師，第四次圍剿失敗。5 月蔣介石在南昌成立行營，直接指揮第五次圍

其中以賽克特上將（Hans Von Seeckt）和法爾肯豪森上將（Alexander Von

剿，調集了一百萬大軍，建築了 2,900 座碉堡，徹底封鎖蘇區，並集中了二百

Falkenhausen）的貢獻最大，1934 年 5 月德國前國防部長賽克特將其建立德國

架飛機配合作戰。9 月 25 日戰爭開始，28 日蔣軍佔領黎川。共軍多次反攻，

國防軍的經驗移植到中國，他在給蔣介石的重整中國陸軍建議書裏主張：（1）

但遇國軍重兵和強大火力反擊，傷亡慘重。11 月 20 日「福建事變」爆發，惟

編練模範旅，配備現代化武器；
（2）興建鐵路及公路網；
（3）成立軍官團；
（4）

事件迅速解決。1934 年 1 月下旬蔣調整部署，再次進攻，共軍節節敗退。4

建立中國自己的武裝工業。1935 年法爾肯豪森接任第五任總顧問，繼續執行

月 27 日蔣軍攻佔廣昌，共軍傷亡 5,500 餘人，根據地北大門陷落。中共分兵

賽克特發展中國國防工業為重心的方案，以強化陸軍戰力。他建議製造或購

六路與蔣軍硬拚，結果全部敗退，要地相繼失陷。10 月 21 日共軍突圍，開始

置各種槍炮的彈藥，以備作戰需要。另外軍隊除需要強化火力外，尚需成立

10

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工兵營、通信營等特種部隊。抗戰爆發時，中國已有近 30 師約 30 萬陸軍接
受了德式訓練和裝備（原計劃為 60 師），槍用彈藥基本上可以自行生產。戰

2. 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軍事合作

前中國進口軍火武器，八成來自德國。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蔣介石便派德
式訓練的中央軍參戰，德國顧問法爾肯豪森等 71 人更在上海指導國軍作戰。

蔣介石忍辱負重的目的，是爭取時間積極備戰。因得不到英美的援助，

德式訓練的陸軍雖然很快消耗殆盡，但德國協助建成的兵工廠仍在後方生產

只有和極權國家合作。1931 年聘德國顧問在杭州筧橋成立航空學校。1933 年

前線所急需的軍火。中日戰爭全面展開後，英法船公司都害怕得罪日本，不

聘洛蒂（Roberto Lordi）率領意大利空軍顧問團來華，負責中央航空學校洛

肯運送軍火到中國。希特勒卻仍然指示售賣軍火並運送到中國，使中國能稍

陽分校的訓練事宜，並裝配意大利飛機。1935 年中國與意大利費亞提（Fait）

解燃眉之急。 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為歐洲帶來戰禍，卻為中國長期抗戰

等四家航空工廠訂約，在南昌設立飛機製造廠。中國空軍經積極整頓建設，

奠下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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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36 年全國空軍各式飛機 600 餘架，飛行員 3,000 名，機場 262 處。 德國軍
隊以訓練精良和武器犀利聞名於世，蔣介石欲得到德國技術與經驗協助中國

3. 聯蘇與容共

國防現代化和建立國防工業。1933 年 1 月希勒拉出任德國總理，致力重整軍
備，需要大量鎢砂。德國缺鎢，全賴輸入。中國華南各省盛產鎢礦，遂用鎢

為了抗日，蔣介石連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都可以合作，以前曾經是
盟友的蘇聯更加有理由積極爭取。1932 年 6 月 7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

10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

定對蘇聯復交，11 月 20 日國民政府出席國際軍縮會議首席代表顏惠慶和蘇聯

社，1987 年），第 155－213 頁。
11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1987 年），第 3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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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商談中蘇復交問題。12 月 12 日顏惠慶和李維

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蔣暗示這是軍事協定。

諾夫在日內瓦宣佈中蘇兩國自即日起，恢復正式外交關係。27 日國民政府行

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通知鮑格莫洛夫：蘇聯不反對協議。稍後鮑格莫洛夫轉

政院決議：「特任顏惠慶為駐蘇特命全權大使」。28 日蘇聯政府任命鮑格莫洛

達蘇聯的決定，蔣介石感謝說，希望以 1923 年的孫文越飛宣言作為蘇中關係

夫為駐國民政府特命全權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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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蘇聯副外交人民

的基礎。蔣介石闡明他對中共的政策，說他決不反對中共的存在，認為中共

為進一步與蘇聯建立合作關係，1934 年蔣介石派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率

像其他政黨一樣，有權表達自己的見解。但中共號召推翻中央政府，故不得

團訪蘇。10 月 16 日蔣廷黻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舉行會談，

不嚴厲對付，對此他表示遺憾。蔣介石希望蘇聯支持他建立統一的中國，以

蔣廷黻提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絕不會站在日本一邊反對蘇

抵抗外國侵略。

聯。並說在一定條件下，中國會同蘇聯並肩抵禦來犯的敵人。斯托莫尼亞科

結蔣建議的互助抗日條約。蔣乘機要求蘇聯用他的威望勸說中共承認政府，

夫表示蘇聯一直希望進一步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主張應從兩國共同利益出

並說蘇聯可以藉此表示對南京誠意。鮑格莫洛夫因早獲蘇聯指示，故斬釘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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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 月 22 日，鮑格莫洛夫通知蔣介石蘇聯政府同意締

發，並真誠地發展和鞏固兩國關係。 兩人的會談對改善中蘇關係起了積極的

鐵地聲明：蘇聯不能扮演國共間居中調解人的角色，這是中國內政。國民黨

促進作用。

可以同中共談判，蘇聯願意隨時給蔣介石或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任何代表去

1935 年 10 月 9 日，國民政府副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向蘇聯提出，

莫斯科的簽證。蔣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後說，他認為可以據下述原則同中共達

中國想在新疆開闢中蘇交通，以便中日一旦開戰，中國可從西北獲得蘇援。

成協議：中共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同時保留其現有人員參加抗

11 月 15 日，蘇聯外交部表示同意。從西安經蘭州、烏魯木齊至蘇聯邊境的

日。蘇聯雖然相信，蔣介石的部隊和共軍若不達成軍事統一戰線，就不能真

西北公路隨即開始修建，「七七事變」前工程完成，蘇聯援華軍事物資，如卡

正有效地抗日。但鮑格莫洛夫仍然重申：按照自己的意願同中共談判，這是

車、汽油、武器等，可以從這公路運到內地，積極支援了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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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蔣介石在孔祥熙寓會見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表示贊成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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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內政。 國共應直接談判。
中蘇雖未結成軍事同盟，但關係已在不斷改善中。蔣介石知道要得到蘇

貿易協定和互不侵犯公約，希望締結有實質性的真正促進中蘇親密關係並能

聯的援助，必須妥善解決中共問題。
「聯俄」
「容共」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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