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際化：
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
●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

一

導 言

無庸置言，民國時代的中國歷史是由它的對外關係的性質所界定、塑造、
並且最終必須依此來解釋的。眾所公認，在過去二十年R柯文（Paul Cohen）所
稱之為「[重內部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許多貢獻，但對於民國
時代，尋求某種有特色的「中國中心」的歷史表述卻未必恰是好處，因為這一時
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國際層面的影響。民國時代是以兩個「新中國」的創立為界
的：1912年的民國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國。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國際上各類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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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約，而二者政府之差異則顯示了國際各種影響的增強。偶有中國人受到過

係，可謂無所不闖

早期民國議會實驗的直接影響，但每一個中國人將都經歷了列寧主義和斯大林
主義致命的混合體制：即毛澤東所稱謂的中國共產主義。
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一言以蔽之，可謂無所不闖入、無地不滲穿、無處
不盛行，如德國人所言：「徹底穿透」
（durchdringend）於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入，「徹底穿透」於中
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高層外交領域Z，
中國的國家政權手段
界定和維護了新的民
族國家的版圖。「中

在高層外交領域R，中國的國家政權手段界定和維護了為所有漢人（以及相當一

國」——1912年以前

部分非漢人）聲稱所屬的新的民族國家的版圖。「中國」——1912年以前實在只是

實在只是一個地理的

一個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稱謂——擺脫了受「列強」監護的地位（如果不說是半殖民
地），恢復了晚清時被嚴重限制了的主權和自治權，自己上升而成為一強權。
這一自後進到強權的演變在軍事領域更為明顯。我們只需比較兩次中日戰
爭的長短和結果。或者我們可以對比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與民國末期中國的表
現：1900年一小批西方軍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年的戰爭中國民政
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後，人民共和國——它的軍隊誕生於國民時代——
與世界頭號強國裝備精良的成千上萬軍隊戰成平手。軍事力量部分由工業化造
成，而工業化則建基於前所未有的對國際經濟影響的開放。民國時代見證了一
段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黃金時代」與近代國家資本主義的誕生。而沒有外國的合
作與投資，二者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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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代最矚目之事是試圖按國際範疇自覺徹底地檢討中國文化，尤其是
政治文化。每屆政府都從國際上所認同的種種「主義」中尋求合法性，從立憲主
義到共產主義不一而足。而這一時代最讓人迷惘之事，則是在民國末年，西方
在中國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與蕩然無存，如果消失最終只是暫時的話。

二

外交：從崩潰的帝國到強權

外交史還未進入民國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任何一時期的學者
那R，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研究從未取得像十九世紀末二十
世紀初歐洲歷史著作中那樣的顯要地位。藉於威尼斯使節信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寫出了一段《王室與民族》
（Fürsten und Völker）的歷史，雖然他寫的
歐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關於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的著作則多將貿易置於外
交之前，視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一個經濟、文化和政治衝突的含混不清的領域。
在範圍更廣的國際關係領域R，現實主義外交關係學派長期主宰學術研究，視
國家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體性的、理性的行為者，認為其行為是由外部而非內
外交史還未進入民國

部因素所驅動（所謂「外交政策優先」
）。但關於中國對外關係史最有影響的著作

研究的中心。關於近

則總是將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國

代中國對外關係史的

家性行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

著作則多將貿易置於
外交之前，視國家之

只是在最近這種思路寬泛、方法綜合的研究才被雅稱為：「國際史」。在這

間關係為一個經濟、

R，外交政策不過是對外關係的一部分，而且極可能是一種文化構成。因此對

文化和政治衝突的含

於這個學派，「映象」、「感覺」、「信仰體系」和「認知標記圖」等概念至關重要。

混不清的領域。在範
圍更廣的國際關係領

這些概念組成了一套「透鏡組」。如同通過「利益」與「行為」可以觀察其他民族國

域Z，現實主義外交

家一樣，通過這套「透鏡組」，中國民族國家的利益與行為也可被觀察到。在國

關係學派長期主宰學

際關係理論家中，雷諾萬（Pierre Renouvin）和杜羅瑟爾（Jean-Baptiste Duroselle）

術研究，視國家為追
求永久利益之集體性

綜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認知問題、利益集團政治、人口和文化變遷過程，同

的、理性的行為者，

時並未忘記給予權力政治和地緣政治以傳統的關注。他們的著作與國際史學家

認為其行為是由外部

的著作最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Akira Iriye）和韓特（Michael Hunt）這樣國

而非內部因素所驅

際史大家的著作中，國際史也還是缺乏理論。

動。

雖然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通常理論貧乏，但它卻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論。馬
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傳統強調對外關係中的經濟和階級因
素，儘管它得被迫隨時代的政治大勢而屢屢修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使在
共和國自身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列寧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R帝國主義和金
融資本結合的論斷也仍被當作權威理論，雖然它根本解釋不了帝國主義的西方
在中國的各類活動。近來，近代中國史又被剔去其複雜性與偶然性，以便對其
的<述可被納入「世界體系」學派。還有，用後現代主義方法來研究中國對外關
係的史學似乎並未能避開老式的政治論爭，雖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
是個明顯的例外。
在這理論亢奮中，幾乎無人對中國外交史進行認真的學術思考。高龍江
（John Garver）、福伯斯（Andrew Forbes）、喬丹（Donald Jordan）、威斯塔德（Odd

Arne Westad）、孫友利、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還有下面將引用的其他
一些人，雖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幾乎都不會認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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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這是由於國際史曾追隨過外交史，也就是說，有關中國外交活動的研究幾
乎全源自於一塊狹小的中國研究領域，而這一領域至今仍在做對外關係的研
究。結果是，西方沒有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外交史的權威之作（十九世紀中國史也
一樣，在英語文獻中摩爾斯H.B. Morse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獻
R找中國外交事務詳盡的綜述，人們必須退回去查當時代人包拉德（Robert T.
Pollard）、巴斯（Claude A. Buss）和列維（Werner Levi）等人的著作。中國作者們
較容易寫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國時代也確實出版了幾部優秀的著述，但他們
的學術一直受到歷屆中國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只是在
90年代並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國，當查閱外交部檔案比台灣更為寬鬆之時，才出
現了綜合性的、大體上非政治化的、並基於檔案的中華民國外交史概覽。
與其他領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當令人遺憾，因為民國時

民國時代的中國外交

代的中國外交從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驚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國政府

從它毫不起眼的弱小

繼承的不是人們說的歷史的中國，而是大清國，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龐大清帝

地位取得了驚人的成
就。1912年的民國政

國，涵蓋了滿洲、蒙古、東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沒有哪個中華帝國像滿人的清

府繼承的是一個多民

帝國一樣如此廣袤與長久。然而在二十世紀頭十年R，到處都是帝國崩潰的徵

族多文化的龐大清帝

兆。但民國時代讓人驚訝的事實是，這塊空間不僅被重新界定為「中國人的」和

國。但民國時代，這
塊空間不僅被重新界

中國的神聖國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維護，以致於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定為中國的神聖國

版圖基本上還與清代的一樣，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國還在。

土，而且在外交上亦

更確切地說，帝國成為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這或許是民國外交最大的成就。

被如此維護。清朝消
失了，但帝國還在。

維護民國漫長的、軍事上無法防禦的國界的任務，主要落在負

更確切地說，帝國成

荷沉重、但卻常富於創意、並總是頑強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凱總

為中華民族國家的基

維護國界

統宣布「恢復」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達賴喇嘛的稱號，儘管這位達賴正在宣稱
他自己對西藏領土有完全的支配。兩年後，中國拒絕與英國和西藏政權簽署
一項協定，而此協定旨在強調中國對西藏的宗主國權，而非完全主權。在20和
30年代，中國大肆鼓吹逃到中國本土的班禪喇嘛的權威，以對抗頑固要求自治
的達賴喇嘛。然而在1940年新達賴喇嘛被命名時，國民黨政權再度承認了他的
教權，縱然不是俗權，以有權冊封達賴的稱號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
的外交部，中國拒絕與之交往，與英國迥然不同。英國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
支持者，當戰後英國影響消失殆盡，西藏重新正式併入中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了。總之，歷屆中國政府都拒絕解決西藏問題。它們在等待時機，直至1950年
西藏問題可以朝[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解決。
把新疆的幾個地區維繫在中國潛在的範圍之內而非任其滯留於中國之外的
周邊，需要一項堅定不移的不承認政策和更強的外交韌力。自封的漢人新疆地
方長官楊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這一事業。他們為自身的利益而鎮壓民族分裂主
義並竭力限制蘇聯的影響，因而有助於一個長遠的目標：即在一個中國國家政
權幾無實際權力的疆土中維持中國的宗主國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當新疆實
際上成為蘇聯領土的延伸，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卻又依賴於蘇聯的軍事援助之
時，國民黨政權仍拒不放棄所聲稱的權利。它韜光養晦，一俟蘇聯力量移走，

礎。這或許是民國外
交最大的成就。

36

百年中國

即實施一通「精巧的手術」，在這個省份建立了國民黨中國人的領導權。高龍江
稱此為「英明的」和時間算計得恰好的外交，認為它「為中華民族保住了新疆」。
國民黨政權隨後處理了同期發生的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叛亂。該叛亂主
要要求地方自治，雖然也有些想分裂出中國。但它最終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
保住給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2日，共產黨完好無損地繼承了它。
在滿洲問題上，對邊疆地帶麻煩現實的不承認政策被運用成了藝術。但在
這R，戰鬥的意願伴隨[外交。外交毫無疑問充分顯示了一個執[的和一統的
中國民族主義觀念：中華民國將為保*滿洲家園而動員起戰爭（雖然中國人自
十八世紀起便在南滿定居，但漢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國初建之時，
北滿實際上是俄國殖民地，而南滿則為日本勢力範圍。民國自始至終幾乎無日
不為這塊土地談判或戰鬥，包括1929年與蘇聯的直接對峙和1937-1945年與日本
的全面戰爭。中國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滿洲國問題上。滿洲國由日本管理，目
標是將日本1931年對這個地區的武力征服賦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國自己改變
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實。但是，通過在國際上進行協調的外交，不僅「不承認原
則」成為標準的政治術語，而且中國也能夠做到否認滿洲國的任何合法性：在它
建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薩爾瓦多承認這一新滿洲天堂。中國不妥協的姿態
使自己日後成為日本敵國之合宜的盟友，包括兩個最終將滿洲歸回到中國治下
的大國：美國和蘇聯。
外蒙古問題有不同的結局，可能是因為中國在那R遭遇了別處所沒有的
複雜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許漢人在蒙古定居後，蒙古反中國統治的內部一致的
抵抗迅速高漲；此外，一個強大的鄰國堅定地支持分裂主義運動。1918-1919年，

至1945年，除了外蒙
古以外，清帝國的所
有邊疆都已經恢復。

中國軍閥勢力和俄國內戰都蔓延到蒙古，蒙古黨人在新蘇維埃國家那R找到了
同盟並於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國。這是中國的不承認政策對之無可奈何的唯一

在這些被恢復的邊界

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圖上，外蒙古仍是中華民國的北疆。但是，國民黨政權

地區，外國的影響比

在 1945 年的中蘇條約中自己承認了蒙古的獨立。毫無疑問，這麼做只是為救

1911年大大減弱；蘇

急。蔣介石力排國民黨領導人眾議，對他來說，只是與蘇聯結盟有可能阻止共

聯在新疆和滿洲的居
住權也將在十年之內

產黨叛亂的「國難」時，這一「最大的犧牲」才可以忍受，並且恐怕也不是永遠忍

消失。民國還超越了

受。然而共產黨並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卻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認

1911年的邊界，對清

可了他們的獨立（487,000票對0票）。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以後的幾十年

政府1895年割與日本
的台灣重新行使主
權。

中只得接受這一事實。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國的所有邊疆都已經恢復。在這些被恢
復的邊界地區，外國的影響比1911年大大減弱；蘇聯在新疆和滿洲的居住權也
將在十年之內消失。民國還超越了1911年的邊界，對清政府1895年割與日本的
台灣重新行使主權。在滿清最邊遠的地帶，中國外交的堅韌、執[以及全面的
成功，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人民共和國毫不動搖地要再次恢復台灣領土，縱然
它一分鐘也沒有治理過台灣。
內部國界

民國時期中國外交一個更為一貫的目標，是恢復在中國本土的

主權。當毛澤東1949年宣布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的時候，他忽略了這一事
實：即人民共和國與民國不同，它繼承了一個無須面對政府轄外之洋人租界的
國家，其中更沒有使外國人免於中國法律約束的治外法權制度。這不是自動發

生的，而是堅定地清除帝國主義政治殘餘的結果。這一外交過去曾處於西方關
於中國對外關係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後》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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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一書，這一外
交在西方已幾乎被遺忘，雖然中國史學家以可愛的細節重新<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國外交官所稱，國民黨政權有一種特別的「治外法權情結」。它
產生於華盛頓會議（1921-1922年）失敗（依中國的觀點）之後，並在1926年北伐中
與自義和團以來最大的民眾排外潮流結合在一起。與義和團的仇外不同，該潮
流是一場有組織的排外，配合[包括以經濟抵制為手段在內的「革命外交」。假
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權的鬥爭中可以有一個轉折點，那就是1927年1月的
侵入漢口英租界。中國政權後來沒費一槍一彈就將它收回。在這之前的18個月
R，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已發生了反英的宣傳及抵制英貨運動。而在侵入英租
界前一個月，英國在其聖誕節備忘錄中已做了罕見的（對某些強權來說，是背叛
性的）許諾：「對條約權利做同情性的調整」——包括無條件的關稅自主——以合

當毛澤東1949年宣布
中國人民終於「站起
來了」的時候，他忽

乎「中國人民合理的意願」。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強權將做出軍事反應的可

略了這一事實：即人

能性——如同在1900年對待義和團那樣——是的確存在的。

民共和國與民國不

不過，英國沒有這麼做。它在談判了不到兩個月就放棄了漢口租界。爾後

同，它繼承了一個無
須面對政府轄外之洋

的四年R，中國外交家們常常舌戰列強，「成功地以一場外交革命輔佐[國民革

人租界的國家。這是

命」。如果不是發生了滿洲危機，這場外交革命肯定會在1931年治外法權全部終

國民政府堅定地清除

結時達到頂點。到了30年代初，談判已使中國重新控制了海關、關稅、郵政、

帝國主義政治殘餘的
結果。到了3 0 年代

鹽專賣歲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這些談判中，中國談判家運用了

初，談判已使中國重

華爾德倫（Arthur Waldron）所稱的（雖然是指北洋外交）
「不妥協但合法度的漸進

新控制了海關、關

主義」，這大概比單方面斥責舊條約更加有效。為這種艱苦而專門的工作，如

稅、郵政、鹽專賣歲

朱莉（Julia Strauss）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國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過
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歸還之前，民國政府就已經重新
取得了對租界內中國居民的司法控制權，並且——我在別處論及過——它還努
力去馴服內部國界最桀驁不馴的地帶：條約口岸的國際社會。舊條約制度的終
結奠定了民國在戰後與西方進一步就司法、商業、文化等新條約談判的基礎，
而這種新談判則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構成了中國外交議程的最基本的部分。
只有香港和澳門還處於殖民政權之下，但看來亦不會長久。在港澳之外，隨[
治外法權的消亡，中國法律開始管轄並逐漸加大限制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現
在依然如此。
國際環境

邊界的維護——當中國無力為它而戰時——和國內主權的恢復，

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際環境。中外政府把民國看成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共識，有
助於中國的邊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對清帝國的領土完整給予口
頭支持時一樣——部分是避免他們自己為之爭吵——外國列強深信新的中華民
國若分裂而非統一只會造成更大的麻煩。西藏1913年宣布了獨立，許多省也在
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獨立。它們沒有一個得到過民國認可，而且
除了組成滿洲國的東北省份，也沒有一個得到任何外國的正式承認。不管是利
還是弊（不利面如須償還清政府的外債），民國作為清王朝繼承者的地位在國際
上沒有受到挑戰。

入，以及近三分之二
的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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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華民族國家自我建立之時，它的力爭內部自主得益於當時的國際大趨
勢：在國際強權政治中歐洲的輝煌已開始終結。再看1927年：英國放棄漢口不
僅告訴了中國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訴了西方人西方勢力在中國的衰落。當時英
國外交部遠東司的普拉特（John Pratt）認為，英國「一項實在的手段，是以武力
1914-1918年歐洲的

做假惺惺的威脅」。派遣軍隊確實被提出考慮過，但被認為毫無意義，因為在對

災難，使中國成為重

付國民黨人最有力的武器——民眾經濟抵制運動時，「軍隊是毫無保護作用

組中的多極國際體系

的」。在上海，英人曾進行了威嚇，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護租界區，但英國的參

的一員。中國這場戰

謀總長們心R明白，如果民國軍隊堅決攻擊，想不出來有哪支英國武裝力量

爭乃是其對外關係的
主要轉折點。如張永

可以守得住租界。總之，在英國公眾輿論變得反干涉反帝國主義之時，任何重

進所闡明，民國在其

大的軍事行動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Austin Chamberlain）

1918-1920年外交中

在給中國公使藍普遜（Miles Lampson）的信中寫道：「遠離英倫，中國人持續不

第一次自覺地進入
「國際社會」，並同意

斷的挑釁充斥你的耳目，但你無法想像在這R我們的人民是多麼極度地溫靜。」

遵守理論上約束國際

西方不但開始從中國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戰之後分裂開來，不再成其為一

行為的條例和規範。

個純西方的實體。本世紀初，西方列強的聯合體在對付清政府時把日本囊括了

中國成了國際聯盟
「宇內合作」的積極份
子。

進來，從而極其嚴重限制了清帝國的外交自由。這也說明了為甚麼清政府未能
加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國際盟約體系，縱然它想加入時也不行。但19141918年歐洲的災難改變了這一切，使中國成為重組中的多極國際體系的一員。
人們廣泛地閱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之後，可能仍不知道中國曾加入
其中。但無論中國在徐國琦所謂的民國「無知年代」R經歷有多痛苦，它加入這
場戰爭乃是其對外關係的主要轉折點。如張永進所闡明，民國在其1918-1920年
外交中第一次自覺地進入「國際社會」，並同意遵守理論上約束國際行為的條例
和規範。中國成了國際聯盟「宇內合作」
（借用凱歐漢Robert Keohane的說法）的
積極份子。但國聯在執行其法度上之無能，反過來增強了民國以獨立的外交爭
取自己利益的意願。中國後來在1931年滿洲危機中對國聯之無能更感切膚之
痛。但在兩次大戰之間，民國是以其外交實踐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國得以首次與
列強單個地而不是整體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雙邊互惠關係則是1928-1931年
間條約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並在日後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重要的國際結
盟或聯盟。

盟友與敵人

隨[與日本關係加劇緊張，結盟在整個民國期間成了民族生

死存亡的大事，並於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中達到了高潮。中國的生存與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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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利取決於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國民黨政府1927年
後動作迅速，從中國被列強聯合盤剝的時代，躍入與世界三大最強國德國、蘇
聯和美國結有重要經濟和戰略聯繫的時代，以抵禦第四強日本。按英國外交部
的評價，1927年的中國仍是「一潭稀泥」；但到了1945年中國已成為一個強國，
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碼，同盟國勝利的重要因素。這回，中國在同盟國中的
角色與一次大戰時不同，是合作者而不是乞求者。的確，此時的中國已正式成
為一個「世界大國」。這個地位是以它在戰爭中和外交上的表現而獲得的，並為
它在新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常任席位所確認。
在與德國的交往中，南京政府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基於平等互利原則
和實踐之上的合作關係。這一關係建立在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的聯繫上，在
許多方面都是民國期間最成功的，並可以說賦予了中國在中日戰爭的初期藉以

按英國外交部的評
價，1927年的中國仍
是「一潭稀泥」；但到

生存的軍工能力。實用政治再加上一點對日本的共同畏懼，導致了民國與蘇聯

了1945年中國已成為

的聯盟（1938-1940 年）——高龍江和賀軍對此深有研究；以及與美國的聯盟

一個強國，全球力量

（1941-1945年）——這方面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但直到最近為止幾乎全是美國

平衡的重要砝碼，同
盟國勝利的重要因

的看法。這些夥伴關係確保了中國的生存，訓練了中國的軍隊，並把民國帶入

素。這回，中國在同

了全球權力政治的中心。這些關係沒有一個維持永久，但每一個都正當其時。

盟國中的角色與一次

民國如何尋求、處理、確立和最終結束每一個夥伴關係，是近代中國外交中更
令人感興趣的故事之一。這些關係總起來證明了中國外交靈活多樣，能夠在短
期內通過極其不同的關係咬住大體不變的目標。
毫無疑問，中國對外關係中最有影響、最複雜、最危險，而且最終最具災
難性的，是與日本的關係。戰爭是對外關係種類中最終極的類型。八年與日本
的戰鬥給中國人民、中國經濟和中國政府帶來了沉重的損失，並且戰後時期從
未真正恢復過來。在與日本的關係中，中國也試圖實現大體一致的目標和政
策。但對付西方帝國主義卓有成效的手段——執[、合法度、經濟抵制——在
中日關係上最多只能說未起作用，最糟得說適得其反。而中日關係則從外交爭
端走到公開軍事對抗，最終進入野蠻。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亞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尤其在西方學界，不
過戰前的中日關係已是近來研究的課題。雖然還沒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關係
史，但「國際史」的多視角研究方法卻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貢獻。30年代中國對
日政策在國內的方方面面以及「公眾輿論」在政策的醞釀和制訂中起[日益重要
的作用，已見於柯博文（Parks Coble）的傑作《面對日本》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的中心部分。喬丹指出了30年代初
國民黨的一輪新「革命外交」導致了出其逆料的結局，尤其是抵制日貨運動。他
認為這輪外交非但未能嚇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實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孫友
利對中國30年代「綏靖」外交富有啟發的修正性闡述，則強調了中國對外政策的
文化構成。他認為「綏靖」外交的制訂與實施是基於對「帝國主義」的一些理解，
確信日本與西方列強間有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一「定見」體現在蔣介石1937年7月
的戰爭巨賭R，也體現在爾後四年他試圖使世界政治納入其預想之決意中。基於

大戰時不同，是合作
者而不是乞求者，此
時的中國已正式成為
一個「世界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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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入江昭力薦我們重點從文化視角來看這段時期的中日關係：中日首先是各自
文化國際化中的夥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競爭成為一種文化決鬥後至死方休的敵人。
日本的戰敗結束了戰時的同盟結構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國此時可
以說已成了強國，那麼它將不得不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宰的兩極世界R游
弋，而這一世界又由於美蘇皆無法控制中國共產黨造反而變得極其複雜。國民
黨的中國將贏得戰爭——不光是對日戰爭，還有為中國的主權以及中國在世界
上自立的奮鬥——但它將丟失國家政權。這一結局不僅當時出人意料，現今回
顧亦令人愕然，同時也說明了為甚麼戰後階段一直是民國外交史中最具爭議的
領域。賴文（Steven I. Levine）開創性的研究《勝利之砧》
（Anvil of Victory），揭示
了國際國內形勢互動的相關性，比其他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共產黨人如何贏得滿
洲並為奪取中國打下了基礎。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蘇聯和中國的資料，探

毫無疑問，中國對外
關係中最有影響而且
最終最具災難性的，

討了冷戰政治背景下中國內戰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慶、延安、莫斯科和華盛
頓）主要的政策制訂者幾乎都不稱職（充其量也不過是短視和失算），並清楚地展

是與日本的關係。中

示了冷戰外交如何從根本上塑成了中國內戰並部分地決定了其結局，而且中國

日關係則從外交爭端

共產黨亦已是冷戰外交的一角。韓特進一步追溯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對外關係

走到公開軍事對抗。
日本的戰敗結束了戰

方針的起源，顯示該方針獨立自主於其他的後中華帝國政權，最後甚至獨立自

時的同盟結構和中國

主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導師。在共產黨「胎中之國」的對外政策中，人們可以看到

在其中的地位。國民

有些主脈延續到1949年以後，其中有不少——這是我的理解，不屬韓特的——

黨的中國將贏得的不
光是對日戰爭，還有

是一位固執己見的領導人對對外事務橫加種種危險限制的主宰。不過，毛澤東

為中國的主權以及中

將繼承一個國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歷史，這二者將讓人民共和國打一開

國在世界上自立的奮

始就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

鬥——但它將喪失政
權。這一結局不僅當
時出人意料，現今回
顧亦令人愕然。

三

對外關係的內部化

界定和維護中國人的「祖國」是在國內無法避免的國際化環境中進行的。國
際化的具體標誌在城巿R最為明顯，尤其在條約口岸：柏油馬路、電燈、公
園、大多放映[好萊塢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說居住在那R的成千上萬外國人
了。但國際化也將隨[以外國資本鋪設的鐵路而穿越大地；隨泛美和漢莎引入
並與中國政府合夥的民航而飛升天空，並隨軍隊——[西式軍服，荷進口槍
彈，聽令於掛滿入時勳徽肩章的將軍，受訓於接踵相繼的外國軍事顧問——而
行進到任何地方。甚至遠山僻壤也會在一夜之間被國際經濟力量改變。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縣，它在二十世紀R得益於它的第二次或者說第三
次、但無疑是最戲劇性的一次進入全球巿場。大庾曾是縣治所在地，幾個世紀
以來一直是主要的貿易站，是從廣東出梅嶺關口後往北的第一個城巿，正當在
連接廣州和華東華中貿易最繁忙的一條路線上。1736年法國人杜阿德（du Halde）
描寫道，這座城巿「像奧爾良一般大〔約100,000人〕，人口稠密，風光秀美，有
很大的買賣，亦是休閒勝地」。大庾在中西貿易的廣東公行制全盛期繁榮了起
來，買賣茶葉、絲綢和鴉片。但1858年太平天國的石達開西征越城而過之後，
大庾開始衰落。隨[條約口岸制向內地的伸張和上海的成長，梅嶺之路便只限

於地區間往來。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個最低等的徵收釐金的小站。它
的可耕地只能養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葉、毛邊紙和一度頗負盛名的大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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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產量縱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頹勢。
後來在大庾發現了鎢。礦石是在十九世紀末被一個外國傳教士發現的。他
在西華山一帶擁有地產，該地產結果證明蘊藏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黑鎢礦，礦石
可以採掘製鎢。不久，當地士紳從教士手R買下地產，並立西華山為「公共財
產」。但這種公民心胸只維持到1916年。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峰，對鎢
有瘋狂的需求，主要用它來製造火炮和特種鋼。於是一窩蜂的土地搶購接踵而
來，西華山被瓜分成幾百小份，20,000個礦工挖掘[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戰略礦
石。大庾成了暴發城巿。它發展了一個旺盛的巿場以經營精美絲綢，進口西方
毛織品，甚至西方化妝品。茶館酒樓也興隆了。當江西和廣東省政府在為如何
發展和壟斷中國最珍貴的出口商品爭執不下並與南京政府意見不一時，大庾卻
在一邊安享了20年世界鎢砂貿易中心的地位。
但進入世界巿場之途並非對所有行業或地區來說都很平坦。一個有名的例
子是製絲業，中國絲差勁的質量和營銷已危及了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業之
一。於是在1932年，國家和省政府與私營企業主的「蠶絲改良會」合作，建立了
首先是符合國際標準的國家絲生產質量標準。在國際聯盟專家的建議下，政府
開始規範製絲業與個體生產者。中國農民被強制在自家或其他用於產絲的房屋
R噴灑消毒劑，並被命令只向政府購買蠶繭。這些頗為成功的改革並不是朝[

從1924年至今，黨國
是中國政治的中心舞

製絲業國家標準化的第一步，而是國際化的第一步。中國將國際標準內部化，

台。黨國的思想譜系

使其為己所用。

從列寧到斯大林、再

政治樣板

從整體來看，以上所言也適用於政治標準。民國時期，可能除

了張勳1916年策劃的政府外，沒有一屆政府相信復辟大清國能解決中國二十世
紀的各種危機。將一整套新的社會集團——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知識界和常
備職業軍人——整合到一個民族國家的新結構R，這種大任在中國政治史上絕

到國共兩家換任換代
的領袖群是一脈相承
的。正是在蘇聯的循
導下，孫中山撰造了
「以黨治國」的理念。
到了3 0 年代，努力

無先例。這是不停地進行各種政治形式實驗的一個時代，或者確切說，一個世

「黨化」政治生活甚至

紀，但沒有一種是土生土長的：1912-1913年的議會共和；1913-1916年的軍事獨

文化生活成了國民黨

裁；1916年的君主立憲圖謀；還有最經久的列寧主義黨國。
從1924年至今，黨國是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雖然大部分學術文獻[墨於
共產黨種型——即蘇紹智所謂的「中國特色的黨治」——但黨國的思想譜系從列
寧到斯大林、再到國共兩家換任換代的領袖群卻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在蘇聯
的循導下，孫中山撰造了「以黨治國」的理念。並且絕非偶然，國民黨為南京
新都—— 一座將仿形巴黎和華盛頓的國際性都巿——設計藍圖時，國民政府的
建築結構儼然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翻版：一個結合北京天壇和美國國會大廈
最顯著特徵的建築奇觀。到了30年代，努力「黨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
國民黨政權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並且主要在台灣，執政黨的政治文化還壓
制了政治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取代黨國的異議。
不用說，中國的政治實踐和運作時不時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樣走譜得依稀
難辨。當歷屆政府制訂或聲稱它們正籌備一部「憲法」時，並不總意味[它們有
意於循憲法治國。在袁世凱籌劃獨裁時，正在為袁出謀劃策的美國政治學家

政權的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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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諾（Frank Goodnow）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紐約朋友告訴他：不弄個憲法顧問
就連最反動的政府也無法治國了，「活像咱這兒打算漠視法律的大公司們打一開
業就沒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師弄到手」。中國30年代自成一體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
們的顧問和榜樣，並且無疑在南京政權的歷史形象上打上他們的標記。然而，
導致中國「法西斯主義」獲其名的所作所為與歐洲的法西斯現象鮮有相似之處。
充其量不過是有意引進一個現成法西斯國家政權的上層構造而已——口號、隊
列、歌詠、宣傳——從無意於法西斯主義的基礎：社會運動。後者是當時德國
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國民黨領袖們對其味同嚼
蠟。在論述法西斯本質的浩繁文獻R，沒有一個定義適合於定義它形形色色且
經常爭吵不已的中國崇拜者。對法西斯主義至今尚還未找到一個內涵充足的中
文意譯，只有一個乾巴巴的音譯「法西斯主義」。
然而，中國共產主義的情形卻不是這樣。它的「共產」決心將轉化為在其統
治領土內一場史無前例的財富與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國的共產
主義，特別是毛式的，與斯大林蘇聯所實行共產主義或是從台爾曼（E r n s t

中國的共產主義，特

Thälmann）到豪爾（Gus Hall）等西方共產主義領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很不相

別是毛式的，與斯大

同。很多關於中國共產主義的文獻，從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始初的研究

林蘇聯所實行共產主

到塞爾頓（Mark Selden）
「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關於中國共產黨起源的論

義或是從台爾曼到豪
爾等西方共產主義領

述，都費盡苦心地強調了這個黨的本土特色，從而使人容易忘記這一運動在其

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

幼年曾多麼有力地與國際力量連在一起，多麼深入地將國際共產主義的原則內

義很不相同。這個黨

部化。如果不頻頻地提到共產國際、蘇聯領導人、蘇聯在民國時期對中國政治

的本土特色，使人容

生活的大量干預，中共的政治歷史將根本講不通。在對外政策上，牛軍最近的

易忘記這一運動在其
幼年曾多麼深入地將

研究再度證明：雖然統一戰線政策導致了中共領袖人在1944-1946年與華盛頓談

國際共產主義的原則

情，但他們心R明白他們將與莫斯科成親。無論是在野還是掌權，之於藝術或

內部化。我們必須牢

之於工業，見諸內政方針或見諸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更多地是走蘇維埃的路

記這一淺顯的事實：
沒有蘇聯就沒有中國
共產黨，就沒有中華
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背離它。我們必須牢記這一淺顯的事實：沒有蘇聯就沒有中國共產黨，
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軍事理念

最後讓我們看一下中國黨國政治的政績與一種更為歷久不衰的

外國影響的關聯：近代軍事理念——它已成為近代中國政治的一個恆久部分。
二十世紀上半葉，當國民黨和共產黨皆以武力取得政權時，中國是西方軍械軍
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場。它比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長的
役期。更說到點子上：西方軍事理念（蘇聯的、德國的和美國的國家形式）無疑
是西方對中國單一最成功的文化輸出。可能至今還是。
不用老外教，中國人也會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國的戰爭能力早已令人「敬
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凱訓練國家的新軍開始，一支支常備、職業化軍事
力量的建制常可與它的國外軍事組織具體楷模相媲美。1924-1926年蘇聯顧問在
廣東訓練的政治化武裝，1927-1938年普魯士德國式訓導的蔣介石中央軍，還有
在抗戰中先後由俄國人和美國人擔任顧問的幾支軍隊，都是一些範例。
還有，始於袁世凱和袁初逝時期的政治權威的軍事化。它先嶄露為「軍閥」
時代的一種地方性現象，爾後在國共兩家黨國的軍事委員會主宰的政治中心制
度化。再爾後是蔣介石新生活運動所欲圖的全民「軍事化」，最後則是毛的人民

共和國R無休無止「戰役」的動員和在強迫性向共產主義進軍中把社會單元編為
諸如「大隊」
（英文本義為「旅」——譯者注）之類的重組。至於維護大城巿街區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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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先是國民黨的中國，後是共產黨的中國，是東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訓練的受
益者——如果「受益者」是個妥當的詞。
商保格（David Shambaugh）最近通過「把軍人召回來」而重新解讀中國政治
史的成就證明了：內部或外部的安全問題總是中共的政治議事日程的首選；軍
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職」在中共黨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政中起到核心作用；軍
方的價值觀念如何從眾多觀念中擠出來而成為政治運動的源泉；經濟的優先項

商保格最近通過「把
軍人召回來」而重新

目又是怎樣在國防戰略基礎之上制訂。所有這些亦完全適用於國民黨政權，它

解讀中國政治史證明

將一個我所稱之為「民族安全的國政」遺贈給共產黨人，包括一個首先是為國防

了：內部或外部的安

的龐大國有工業部門和軍事—經濟一體化力量的創造性。

全問題總是中共的政
治議事日程的首選；
軍人政治家如何以
「兼職」在中共黨政和

四

文化和經濟的國際主義與國際化

國政中起到核心作
用；軍方的價值觀念
成為政治運動的源

不管對外政策對民國政權來說有多要緊或外國樣板對民國政治有多重要，

泉；經濟的優先項目

民國時代最醒目的標誌則是與外國人在文化和經濟上接觸的廣度與深度。可能

又是怎樣在國防戰略

正是在這些領域R，中國最深地溶入了國際上各種活動之中。首先並且並非不

基礎之上制訂。所有
這些亦完全適用於國

重要的，是與外部有親身關係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學習的

民黨政權，它將一個

親戚。他們從東南亞、北美、西歐、中歐、蘇聯、日本寫信、寄錢回來，偶爾

我所稱之為「民族安
全的國政」遺贈給共

還回家。
傳教士

產黨人。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有他們的經歷，旅居中國的西方人亦然。中國

在其近代史上從沒有如此開放過，如此舉足可及，甚至對最大的流氓們亦不例
外。用傳奇大流氓林肯（J.T. Trebitsch-Lincoln）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場二十世
紀最偉大的冒險」，不然他哪R能發’？這個做過英國聖公會牧師和國會議員的
匈牙利猶太佬，在1921年揣[一兜子計劃到中國「把這個國家發展成一個第一流
的陸上和海上強權」之前，就已因在三個國家從事間諜與煽動活動而遭到通緝
了。他成了北洋軍閥時代R三位大軍事家的首席軍事顧問，包括吳佩孚，代表
他們進行龐大的軍備和工業交易談判。只是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後，他才退隱坐
禪，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廟R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衝動又把他送回歐洲去做
「佛教布道僧」，而在那R他因欺詐而被捕。
我們較為熟知的那類傳教士則一直是研究和爭議的對象。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警告說，「多一個皈依者我們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趕上的危險」。從那
以後，一大堆懷疑論調的文獻便湧了出來，與傳教士們「主在中國的聖職」的友好
記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學術界才開始涉及民國時期傳教與國際政治利益間
的關係。同時，研究傳教活動中極少涉及過的宗教主題也得到了認真對待。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貝思（Daniel Bays）現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證明在二十世紀中國基
督教是怎樣被「內部化」，並在土生土長的各類中國宗教中找到一塊落腳之地。
傳教中較為世俗的活動，在近來一些有關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歷史的著
作中——包括小說——受到了關注。按艾卡特（Wolfgang Eckart）的說法，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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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也算是「文化傳教士」。技術傳教士——如果可以用這個詞——是斯特羅斯
（Randall Stross）對美國農業專家在中國的工作批判性闡述中的主題，而陳意新
則顯示了農業合作社的種種國際模式如何在民國時代通過傳教士的介紹而被內
部化。
軍事顧問和僱佣軍人一直是另一種的文化牽線人——我們不可以考慮「軍事
傳教士」這個委婉說法嗎？就中美關係來說，人們的注意力幾乎全集中在40年代
史迪威和魏德邁使團的高層政治活動，往往還帶[很強的黨派眼光。然而歸根
結柢更為有趣的則是這些使團制度史，尤其是把它們與早期國民革命運動的蘇
俄使團制度史相比較，或與1928-1938年間國民黨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制度史
相比較。德國軍事顧問團近年來一直是詳細研究的對象，不僅它的領導權，還
有它的組織、制度文化和它在軍事、經濟、意識形態與政治事務一大圈的影
響。我們亦從中得到材料來評價顧問和主人間個人的、近乎師生的關係，如像

傳奇大流氓林肯到中
國之前，就已因在三
個國家從事間諜與煽
動活動而遭到通緝
了。他稱自己在中國
的發;是「一場二十
世紀最偉大的冒

蔣介石與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國顧問鮑威爾（Max Bauer）的相互影響。我們
也了解那些傳授給了整整一代中國軍官的課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時代地來了一
門必修課：「種族對政治的影響」。
教育

當中國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樣的高等學府提供校舍時，國際

教育最廣泛的影響應該存在於官方範圍之外——有時是因為某一外國在政治上

險」。他成了北洋軍

有意地廣泛資助各類文化事業，但更普遍則是因為中國青年人齊聚在中國的

閥時代三位大軍事家

國際教育機構R，身處於一個開頭不是太協調、但卻充滿活力的教育交流時

的首席軍事顧問，包

代。由於學者們研究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各類規則的起源和中國學生基於高水

括吳佩孚，代表他們
進行龐大的軍備和工
業交易談判。只是在
國民黨統一中國後，
他在南京附近的一座
廟Z做了和尚。

平國際標準的訓練，早期國際教育已是中國對外關係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領域
之一。
然而頗具諷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漸被取回到中國國家控制之下也是
基於國聯的國際知識合作項目的一個委員會的「國際性」指導，至少被其首肯。
這個以其領導人、前普魯士教育大臣貝克（C.H. Becker）命名的「貝克委員會」，
描述了中國教育的組織混亂（不知甚麼理由它歸咎於美國人）。它決意強化國家
對各類教育事務的控制；將國立大學體制在地理布局和財政方面合理化；並建
立全國範圍的入學考試制度——其中允許官方干預某些特殊學科的錄取。其結
果是在「權威主義知識觀」的基礎上將中國的高等教育重組、集權化、最終國家
化。該觀念為國民黨政權所認同，且被毫不失時地大力貫徹。就學科而言，
30年代初的這些改革標誌[中國高等教育中重點發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
尚為永久性的改觀。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不再優先，招生開始受限，以利於自然
科學、數學和工程學科。
最大的國際學校根本就是眾條約口岸：學識、聚會和民族主義衝突的多元
文化競技場。二十世紀前期，它們是近代經濟生長的中心，中國人和外國人相
聚的要地（更不用說來自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了）。它們是滋生有國際聯繫的新社
會階級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們的盛期恰逢中國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黃金時
代」；見證了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獨立的工人運動的發生、以及一個國際取
向的、與政府鮮有搭界的知識份子群的興起。正是在這R，我們有了民國「民
間」對外關係領域最好的範例。

在中華民國史的領域R，上海——同時作為一個國際的和中國的城巿——
已成為新著作自然的焦點。在僅僅是對這個大都會的研究中，洪妮格（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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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ig）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重新啟開了勞工史的大門，而這一領域自從謝
耐和（Jean Chesneaux）的著作之後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將警察與其對手們在底層社會暗中進行的鬥爭曝光；洪妮格探討了蘇
北移民文化，瓦薩斯特羅姆（Jeffrey Wasserstrom）探討了學生文化，葉文心探討
了銀行業文化——所有這些都得益於近幾年才對研究者開放的檔案材料。
然而，這些口岸城巿的國際社會史有待於編寫。魏斐德、葉文心和其他
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漸漸覺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頭人」，包括了中國的銀
行家、工業家、工人、學生、記者、青洪幫徒、妓女，但這不是國際「外埠

上海等口岸城巿並不
只是觀光之地，而是
那些以中國為主要居

頭人」的上海，不屬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們：來自全球的商人、冒

所的外籍人生活、做

險家和難民。這也不是年輕桑本（John Hay Thornburn）的上海，一個在保*曾一

事、四海為家的地

度被稱為「東方愛爾蘭」地方時謀殺人、最終遭人謀殺的大英永久居民。這些

方。近代中外關係中
最缺的就是中國人和

口岸城巿並不只是觀光之地——想一想國際旅遊的機會尚處在洲際航空旅行

在華外國人交往的歷

之前的時代——而是那些以中國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為家的

史。中外檔案的開放
如今允許了這一歷史

地方。

現在就編寫，並且，

近代中外關係中最缺的就是中國人和在華外國人交往的歷史。中外檔案的

一言以括之，允許

開放如今允許了這一歷史現在就編寫，並且，一言以括之，允許「把西方召回

「把西方召回來」，視

來」，視外國在中國的存在為中國近代史整體的一部分。
商業

可以肯定，對於任何中國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經濟合作與競爭類型

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在國際背景中長期段發展的新探討，把在華外
國人史考慮在內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令人信服地
指出，區分「民族」和「買辦」資產階級毫無意義：所有重要的工商業皆有不可或
缺的國際聯繫，縱使它們幾乎全有民族主義的老板。同樣毫無意義的是將經濟
國際化的討論僅限於條約口岸。如果我們引證勞斯基（Thomas J. Rawski）的發
現，那麼民國時代經濟成長的活力則是啟動於並遠遠超出於條約口岸和城巿地
區。勞斯基分析了1912-1937年間國民經濟持續性經濟增長的規律，發現它「植
根於外貿的增長」。
同樣的說法亦可解釋民國下半期國有經濟部門的迅速膨脹。中國國家資本
主義是基於與外國公司和政府的合夥以及外國的技術援助才發展起來，並且也
只能如此才發展起來。為民航提供了資金的合資企業是如此，外國參與的國家
鐵路網擴建是如此，中國第一家汽車製造廠的建立是如此，並且最令人注目的
是，日後成為晚期國民黨和早期共產黨政權經濟核心的國家重工業部門的創建
也還是如此。那些掌管[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工程技術人員和計劃人員大多曾
在國外接受了訓練，或被派去國外與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後來，國民
政府在戰時轉移到四川時，他們證明能夠熟巧地應對當地困難的環境，儘管他
們的計劃和訓練是基於已藝術化了的技術水準和與最發達工業經濟的長期聯
繫。到了民國晚期，國家掌握了中國總工業資本的三分之二強，這不僅是國家
化的結果，也是國際化的結果。千真萬確，這是孫中山在為中華民國規劃實業
藍圖時曾說過的「中國的國際化發展」的結果。

外國在中國的存在為
中國近代史整體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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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 語

百年中國

如果民國時代確實有這麼一個國際化高潮，那麼我們怎麼解釋其後的
年代？在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年月R，除了一個西方大國，中國斷絕了與所有
其他西方大國的正式關係，並反過來遭到它們在外交上否認。中國被拒於全
球外交的中心論壇聯合國之外。在國內，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趕出中國，他們
在人民共和國最初的

的機構、公司、家業被沒收，他們的中國合夥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

年月Z，除了一個西

甚至接收西方國家的來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種陰謀煽動行為。中國人民用毛澤東的

方大國，中國斷絕了

話說是「站起來了」，但卻把中國近代史上最長久的一批外交關係棄如敝屣。

與所有其他西方大國
的正式關係，在國

一種解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對部分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前所未有的

內，幾乎所有的西方

密切交往作出反應，如果不說它是過度反應。可是，它承接的是一個在國際上

人都被趕出中國。一

成功地維護了中國的地位、在內政中恢復了完整的主權的政權。難道不能簡單

個有說服力的解釋
是，早期的中華人民

地在這些成就之上謀求發展嗎？上述中有一點應該是清楚無誤的：民國賦予了

共和國削弱對外關係

中國晚清所沒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導中國的外部關係，在境內調整、引導對

是因為它把全部關係

外關係以使其為國家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建立就現成有這種能力，並且可

指向一個方向：東方
（冷戰意義的東方）。

以把它用到極端。

大體上，中國是世界

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一般解釋是，早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中國的對外關係削

史上最大一次有計劃

弱到這種程度，是因為它把全部關係指向一個方向：東方（冷戰意義的東方——

的技術轉讓的受益

譯者注）。中國從沒有像在冷戰中最熱的年代R那樣深深地溶入進一個國際體系

者，該轉讓幫助人民
共和國國家工業建立

之中。它也從未在一項對外關係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蘇同盟這樣的密度和廣

了一個新核心。

度。這是一個（起初）有共同意識形態的同盟，建立在蘇聯對中共數十年為師為
友的基礎上。此外，它是中國歷史上說得最明白無誤的軍事同盟。它是文化和
教育的同盟，為在蘇聯學習的數千中國人和在中國教課的數千俄國人所明證。
它還是一個經濟同盟，比近代中國中任何一種外經濟關係都更具深度和複雜
性。通過長遠規劃和年度商談，中國經濟將與東歐和蘇聯兄弟們的經濟聯在一
起。不時地，中國還將甚至成為它盟友們的捐助國，就像它在1953年給搖搖欲
墜的東德政權送去緊急援助食品一樣。大體上，中國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
計劃的技術轉讓的受益者，該轉讓幫助人民共和國國家工業建立了一個新核
心。之於人民共和國，猶如之於它之前的國民黨政權，工業化就是國際化。
只是在外交和內政兩者完全失策後——它們是一五計劃後毛澤東領導下緊
密相連的現象——中國才會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離和經濟的孤立。那時，中
國四面楚歌，自義和團戰爭以來從未有過。但對自民國時代一開始就已為中國
近代史打上了標誌的一往直前地國際化的規律來說，這只是一個大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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