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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

陈 雁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近年来已经成

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诸如战时中国与

国际组织的关系、旧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

美英等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开拓,均已有不少论

著问世,探究其中的缘由及曲折历程。 这些努

力大大拓展了战时外交的研究范畴, 也认识到

!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

的结果,它既决定于中国本身的努力, 也在很

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本身需要和国际形势

的发展。∀# 但令人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对于战

时外交的研究仍然过多地!着眼于西方冲击后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而忽略了中国外交制

度本身剧烈的变化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

对战时外交制度研究的欠缺当可视为!忽略∀

之一。人物研究在外交史研究中占据着较重

要的地位, 如顾维钧、宋子文等都有大量研究

论著问世;但是作为中国战时外交最重要的决

策者与参与者,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关系的研究

却长期被冷落。这又是一种!忽略∀。%本文意

在结合这两方面的!忽略∀,作一新的尝试。

一、制度与蒋介石的外交权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蒋介石已兼任国民政

府行政院长, 是国民政府行政机关的最高首

脑。抗战初起, !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 几全系

于蒋中正一人身上, 在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 &&在政为

行政院院长; 在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但

根据 1935年 11月通过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

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 !政治委员会为政治

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而从 12月开始中政会主席由汪精卫担任。∗在

政方面,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虽然依据(国民

政府组织法)并不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 但即

是中华民国的元首, 能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

府,法理上的地位崇隆。+

蒋介石注意到未来战局会更显紧迫, 政府

现有集权程度仍然无法适应战时需要,决心创

立新的集权机构。于是, 1937年 8月 11日,国

民党积极部署淞沪抗战前夕, 中政会第 51 次

会议议决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同时撤销前设之

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根据(国防最高会议

组织条例),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
当选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同时被赋予了极大

的权力, 包括国防方针的决定、国防经费的决

定、国家总动员事项的决定和其他与国防有关

重要事项的决定。国防最高会议下设一常设

机构 , , , 常务委员会,由 9名常委组成,得!每

星期开会两次, 全体委员会由主席随时召集

之。∀!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

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

措施。∀ −同时, 鉴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庞

大、召集不易∀,于 11月停开,其职权由国防最

高会议代行。中政会原有之法制、外交、财政、

经济、教育五专门委员会及秘书处改受国防最

高会议节制, 办理后者交付的案件和日常事

务。.身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蒋介石顺理成

章地拥有了该会的外交决策权, 同时也被授权

直接节制对于外交事务负有咨询、研讨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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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会外交专门委员会。

1937年 8月, 国民党曾筹设!陆海军大元

帅大本营∀, 但蒋介石考虑到中国尚未对日宣

战,遂将该议搁置。9 月 17日, 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第 51次会议决议: 由军事委员会委

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

于党政统一指挥。据此, 军事委员会成为具有

大本营之实的最高指挥机关。
/
1938年 1月 10

日,在国防最高会议第 42 次常务会议上通过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称!国民政府为

战时统辖全国军民作战便利起见, 特设军事委

员会直隶国民政府, 并授权委员长执行国民政

府组织法第三条所规定之职权。∀ 但是蒋介石

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成为国家之最高统

帅,并未获得举国认同, 只有通过国民党全国

代表大会的决议, 确认他为全党领袖, 才能建

立他在国民党党内的绝对权威。

1938年 3月 29日,国民党于武汉召开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
总则规定: !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

长领导之下, 集中全力, 奋励迈进。∀临全大会

确立了总裁制, 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
 
临

全大会决议中规定总裁可!代行总理职权∀,刻

意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希

望全党、全国能象以往服从孙中山一样听命于

蒋介石。由此, 蒋介石在法理上完成了党政军

大权之一统。1938年 12月,汪精卫叛变投日,

1939年 1月 1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

将汪永远开除党籍, 撤销其一切职务。汪精卫

的暴露一度使国民政府陷入很大的被动,但却

使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

为适应长期抗战之需要, 1939 年 1 月, 国

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

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 , , ,

鉴于汪精卫已叛变, 不再设副职, 以政、军部长

以上首长为委员, 代行中政会职权, 成为战时

统一指挥党政军的权力枢纽。国防最高委员

会设置的宗旨与目的,在于!集中力量, 增进效

率∀,希望!组成中央党政军统一指挥之机构,

使全国党政工作, 得与军事相切合, 以收共同

行动之效, &&以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国防最

高委员会委员长拥有紧急处分权, ! 对于党政

军一切事务, 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

之措施∀。!蒋委员长的权力变得空前之大。

1941年 12月 23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

身份向五届九中全会提出,调任外交部长郭泰

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由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27 日, 国民政府

颁发命令!特任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在!外交

部长宋子文未到任以前, 特派行政院院长蒋中

正兼理外交部部长职务。∀∀29日,蒋介石致电

宋子文称, 因孔祥熙患伤寒: !故财政、外交皆

由中亲自主持。∀ #由此, 在中国外交体制中出

现前所未有之局面,蒋介石既是中国外交的最

高决策者, 同时兼代执行机构的最高长官, 外

交行政大显畸形。

1943年 8月 1 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

逝。8月 2日, 蒋介石便提出继任主席人选问

题。国民党中常会召集临时会议, 蒋介石以行

政院长身份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 10,国民

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重新修正(国民政府组织
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是!中华民国元首, 对

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

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对中执会负责, 有权

提名国民政府委员人选, 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

主席负责。9月 13日,蒋介石正式当选为国民

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继 1931 年 12

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后, 再度出任主席,

由此改变了林森任主席近 13年间的虚位元首

制。蒋介石不仅仅是集权者,也成为了中华民

国的国家元首, 得以 !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

府。∀由国际法的角度而言,蒋介石既是中华民

国的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在对外关系上不

仅可以代表中华民国, 还可以直接! 与外国政

府进行谈判,出席国际会议, 签订条约∀, !而无

需出示全权证书∀。& 1943 年 12 月, 蒋介石正

是以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中、美、英

三国元首齐聚的开罗会议,为中国跨入四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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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及此,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几乎成了国民党

和国民政府一切最高权力的总和。战前,国民

党还需要汪精卫出任中政会主席, 来平衡党内

的力量对比;但随着战事的逐步演进和汪精卫

集团的叛变投敌,国民党政府迫切地需要选择

一个铁腕来指挥抗战 , , , 无论是军事战还是

外交战,也需要制造一个爱国英雄似的领袖来

统帅军民。其实!造神∀运动早在战前已经由

蓝衣社发起,该社的纲领公然宣称:蒋介石!是

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

因此,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

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 ∋大战的集权需要

恰恰迎合了蒋介石的独裁意志,他便被塑造成

对一切事物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唯一的伟大领
袖∀。

1937年 9月,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身份当选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 1938 年 3 月,

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总裁; 1939年

1月,以总裁而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2月

20日,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 1941年 12月, 他

由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1943 年 8 月, 以行政

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9月,正式出任国府主

席,兼任行政院长和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显

然,战时的集权体制并非一蹴而就, 国民党选

择它的最高领袖需要一个过程。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以后,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有效的政府

机制,但这种努力直到战争爆发都未见太大成

效。战争使完善政府机制的需求变得更为迫

切,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尝试感

到失望,转而寻找并乐于接受一个新式的独裁

领袖,历史选择了蒋介石。

二、制度与蒋介石的外交实践

根据蒋介石拥有的这些职务、头衔以及约

法、条例、规定所赋予他的权力,在战时的外交

实践中他先后获得了外交决策的最高裁定权、

外交事务的知情权与咨询权、外交实践的参与

权等等大小权力, 涵盖了外交实践的咨询、决

策、参与、施行与监督的全过程。但外交权高

度集中到蒋介石手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

的,虽然这一端倪在 1935、1936 年间就已初

露,这时的蒋介石在中苏、中德等一系列外交

活动中已经走到了第一线。
()
但当时外交集权

和蒋介石亲自参与外交事务的要求都不如抗

日战争爆发后来得迫切。

战时,蒋介石不仅频繁地参与外交决策与

实践,而且多次发表有关外交问题的专题演

讲,并常常涉及专业的技术性问题。( 1938年 5

月 8日,蒋介石在出席武昌各界扩大纪念周时

以!战时中国的外交原则∀为题演讲, 将! 外交

原则∀总结为!一是道义, 二是利害∀。!所谓道
义,就是人类的正义, 世界的公理, 亦就是条约

的义务和国际的信用&&所谓利害,则是直接

间接关系于各个国家民族安危祸福的事项

&&现代国家的外交, 要尊重道义, 尤其要顾

及国家的利害,如果不明利害, 应付失当, 则国

家的安危, 即直接蒙其影响, 便根本谈不上道

义了!∀他以教训的口吻称: !要时刻注意, 并要

有正确的认识,尤其要知道现代国家的外交原

则,以为观察和努力的标准。∀ ( 

当蒋介石大谈特谈! 现代外交∀时,可以想

见他的的自信, 他深信自己懂得现代外交, 因

此他才频繁地涉足战时外交事务。身兼各种

要职的蒋介石可以从党、政、军、外交等不同的

途径分头涉足外交,而具有战时外交事务最高

决策权的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议理应是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途

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国防最高会议共开常务会议 115次, 但当

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先后西迁武汉和

重庆,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因常在前线主

持军事指挥, 罕见出席国防最高会议, 绝大多

数的常会均由副主席汪精卫主持, 使得该会的

最后决策权大打折扣。王世杰就曾经抱怨从

1937年 8月以后!国防最高会议虽每周集会一

次,近亦已一月有余未尝集会;每周惟举行其

常务会议一次或数次。常会之集会以汪先生

精卫为主席, 其决议大都于事后送蒋先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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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盖蒋先生系经中央政治委员会授权于战时

主持一切党政之人也。∀ (!而且,中政会停开后,

国防最高会议继承了中政会的机构与职能,使

得原由中政会承担大量事务性工作和非关最

高决策的案例都流向国防最高会议的议程,使

其反而难以集中精力和时间用于重大事务的

研讨与决策。!国防最高会议, 固然也讨论到

极大的问题,大部分的时间∀却不得不用 于例
案之上, 而不能将它隆重的职权充分的发

挥∀。(∀国防最高会议实际上并未能充分行使其

最高决策权, 反而被相当多的琐碎事务羁绊,

这也正是日后被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取代的重

要原因之一。

国防最高委员会从 1939年 3 月 2 日第 1

次常务会议至 1947年 4月撤销,共召开了 230

次常务会议。而在这 230次会议中身为主席

的蒋介石亦很少出席, 常由孔祥熙代理主席。

综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的速记录与纪

录,蒋介石连续出席常会的情况多见于岁末年

初,如 1941年 12月 9日和 27日召开的第 73

次和 74次会议,前者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讨论

对日、德、意宣战事宜,并拟定对轴心国宣战的

布告公文, 提请公决, 属国民党战时最重要的

外交决策之一。后一次常会则涉及重大的人

事变动, !委员长报告本会秘书长王宠惠请辞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职。∀和!中央执行
委员会函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九次全体

会议议决,外交部部长郭泰祺调任外交专门委

员会主任委员, 遗缺以宋子文继任∀, 并由蒋介
石亲自!提议新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未到任以

前, 由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兼代该部部长职

务。∀(#同样的情况亦出现于 1942的 12月 7日

和21日的第 98次、99次会议和 1943年 1月

18日的第 101次常会。在第 101次常会上,由

蒋介石提议,常会审决准邵力子辞去驻苏大使

之职, 以傅秉常接任, 并且!据外交部呈报, 美

英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业与两国

分别商订条约, 于本年一月十一日同时在重

庆、华盛顿二地签字。依照该两条约规定应予

批准迅速互换抄送中美、中英两条约全文, 请

核交立法院审议。∀ (∃

可见,蒋介石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

议往往与战时外交事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与国防最高会议的情况相似, 他的常常缺席

使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个战时党政军最高决策

机构陷入!有策难决∀的尴尬境地, 到战争后期

这种尴尬愈演愈烈。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成员
由党、政、军各机关的首长集合而成,各方面对

于一件事情往往不能取得同一的观点,致会议

渐成一种联系调和的场所; ∀而缺少了蒋介石

的最终决策权, !权力的发挥遂致减色。∀(%依照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条例,它的办事程序应先

由各院、会提交议案, 或由委员长、委员直接提

出报告和议案, 提交各专门委员会审查, 然后

交常务会议讨论、决议, 最后交由各部、会执

行。但这一办事程序却常被打破, 如宋子文驻

美时有关外交事务, 都是直接!向委员长请

示∀,然后!交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来决定∀, 再将
议决结果报蒋介石后,由蒋直接知会宋子文。(&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究竟是以国防最高委员

会主席的身份参与外交决策,还是作为外交部

长执行外交政策已经很难区分, 连带使得国防

最高委员会的职责也显得模糊起来。

但是,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

委员会常务会议上的出席率与他参与战时外

交的密切程度绝不成正比,这一点可由以下这

组数据加以证明。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

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战时
外交)是目前已经出版的收录国民政府战时外

交史料量最多、最权威的档案集。(战时外交)

共 3册,计收史料 1697条,其中与蒋介石直接

相关的共计 1430条, 比例高达 84 3% ,所占比

例之高令人瞠目。而蒋在涉及财政、经济援助

的史料中出现的机率相对较低,不到 67% ; 但

在军事援助、军事协作等问题中, 与蒋直接相

关的史料所占比例高达 98 5%。(战时外交)
中所收史料多为电文和函稿, 其中以郭泰祺、

顾维钧、魏道明等驻外大使为代表的职业外交

89



官多数来电仍依程序发往外交部, 而象宋子

文、孙科、杨杰和张冲这样的!特使∀,他们 99%

以上的电函都是直接发给蒋介石的。(∋当然由

于(战时外交)史料主要来自国民党中央党史
委员会的档案资料, 其取材! 以中国国民党与

中华民国政府决策阶段之原始资料为主∀, 使

得与蒋介石直接相关的内容的比例显得特别

的高。
∗)
但反过来也说明, 蒋介石在战时外交决

策中所起的作用绝对是至高无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致蒋的电函中, 称

呼各有不同, 最常见的就是!蒋委员长∀, 到后

期蒋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才多改称!蒋主席∀。
改称!国民政府主席∀, 说明蒋介石虽多以!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本职兼揽党政军大权, 但

在处理外交事务时, 他更愿以!国民政府主席∀
的身份出现, 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 国

家元首在一国的外交事务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1941年 12月,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份长

期驻美,蒋介石自兼外长后, 外交决策机构和

执行机构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尴尬, 这给重庆的

外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王世杰就在

日记中抱怨: !蒋先生重任外交部部长后,外国

驻渝使节, 似感不便, 以一切商谈颇无转圜余

地也。闻英使卡尔即对人如此表示。∀ ∗ 又如

1942年 8月巴西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后, 中方

想要有所表示, 但国防最高委员会对!表示∀的
规格举棋不定, 因为!外交部长宋先生在美国,

部长的职务由委员长兼理, ∀如果!要向巴西表

示∀,由蒋介石直接去电规格太高, !由宋先生
打电报去了已可以; 或是训令驻巴西公使, 到

巴西政府去表示也可以, 不必由委员长去

电。∀∗ 如此简单的外交仪节, 在当时的中国亦

需最高决策机构反复讨论, 可见外交事务的缓

冲地带确已丧失。蒋介石兼代外长前后时间

长达三年,国民政府内也不无有识之士对此存

疑,如王世杰就认为!在外交方面, 宋子文部长

又无回国意, 一般颇觉诸事集于蒋先生事身,

殊非善策∀, !但亦无人坦直近言∀。∗!

三、蒋介石的!人身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本兼各职几乎可

以!浩如烟海∀来形容,例如以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而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再兼中央大学校长,

并兼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其职位之不分大小

上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翻阅

战时档案随时可以看到, !下一级的蒋介石呈

文给上一级的蒋介石∀。∗#!上一级的蒋介石∀和

!下一级的蒋介石∀以各种身份涉足外交决策、
执行和监督, 使外交决策权变得空前集中, 也

使外交行政或显得无比繁复, 或变得出奇简

约。

有时,蒋介石将外交事务视作家事一般,

将国家要务在家信中附托亲友。如 1938年 1

月 14日,他致电在香港的中央银行秘书孔令

侃,要其转信给同在香港的! 三姨母∀宋美龄,

谓!现在急需步枪三十万杆, 每杆配弹一千发;

自来得手枪三万杆, 每杆配弹一千发; 重机枪

二万挺,每挺配弹一万发;法国迫击炮五百门,

每炮配炮弹二千发;三生的七口径战车防御炮

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请在港设法购买为

盼。∀ ∗∃国民政府设有专职机构负责军火贸易,

但如此价值数千万元的大宗军火, 蒋介石却

!以乡人进城托买衣饰鞋袜之姿态, 通过家人

行之∀, 真是不可思议。∗%蒋介石如此作法一方

面固然因为战事紧急, 孔、宋两家在处理对外

事务时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但也流露出蒋介石

!家天下∀的心态, 在他想来家人、亲友参与国

家大事,就如同处理家事一般顺理成章。

再如, 1942年 12月,宋美龄以治病名义赴

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谓: !内子非仅为中之妻

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 同患难之同

志,对中意志明了, 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

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也。∀ ∗&可见,在他

的眼里国事与家事密不可分。对此军事委员

会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有着深切的感受, 他在

日记中记道: !布雷先生语我, 委座处理政治,

如同处理家事, 事事要亲自处理, 个人辛苦不

辞,但国家大政, 不与各主管官商定, 恐将脱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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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如此, 蒋介石对战时外交事务的处理

程序亦多有干涉。程天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

使时, 巴拿马发生排华事件, 外交部要程往巴

处理, 因巴拿马已驻有中国公使, 程恐有!越俎
代庖∀之嫌, 推辞不往。结果蒋介石急电程天

固, !饬令速即前往交涉勿延∀。程天固惊讶之

余只能前去, 但他后来知悉, 因在巴拿马的华

侨侨团直接向蒋介石呼请程氏出面调解, !故
蒋氏不问手续, 复不经过外部核办, 乃有此直

接之电令。∀程天固感叹: !我国政府之办事, 多

不讲究手续, 而使外放代表或官员, 办事不无

困难和棘手。∀+)

这种!不问手续∀可以从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侍从室在战时外交中所起的作用证明。侍

从室中与外交关系最密切的当属第二处,它负

责党务、政务、外交和情报工作,处长一直由陈

布雷担任,蒋的来往电函均通过侍从室上呈下

达, !凡是有关党政各部门向蒋委员长提出的

报告或请示, 包括情报在内, 都由第二处先整

理或加注意见, 然后呈报。∀ +同时, 由于战时大

量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函电都越过外交部,而

直接发给蒋介石本人, 也就是发往侍二处, 这

样侍二处就拥有了对外交事务的!签注权∀,他

们的意见往往能对蒋介石造成先入为主的印

象。而且侍二处的第五组, 其全盛时期曾设有

八大秘书, 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和学者, 有留

日的罗贡华、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傅珠、留

法的何方理、留日的傅锐、留德的徐道邻、留美

的张鼎彝和留日的李毓九, ! 他们专供蒋介石
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 类似外交智囊团。蒋介

石召见他们,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

话,不表态, 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 + 

这样,侍二处在外交事务上实际拥有很大的影

响力。

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的!有策难

决∀相比, 蒋介石官邸每周一次的工作晚餐对

战时外交事务的影响力可能更强。蒋介石往

往!利用吃饭的时间, 邀约一些高层官员或学

者、名流、社会贤达共餐, 听取他们的意见, 或

有所咨询,供他决策参考。∀有些重要的外交决
策就在饭桌上作出。+!

除侍从室外,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战时外

交中亦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参事室成立

于 1938年 6月, !专门考虑重要政治外交经济

等问题∀, 分为!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

化四组∀。+∀在参事室下汇聚一批外交专才, 与

委员长官邸工作晚餐类似,参事室的不定期聚

餐常常有!各院部长官∀参加,对外交决策的作

用举足轻重。+#(王世杰日记)中随处可见参事

室开会研讨外交事务,如 1938年 4月 29日讨

论埃塞俄比亚问题, 如 1938年 6月 17日商谈

苏联援华事宜, 如 1939 年 1 月 14日会谈!力

促外交部向国联提出请求财政经济援助方

案∀,如 1941年 5月 12日向蒋介石!提一利用
英美外借款计划∀,如 1943年 9月 26 日蒋介

石直接将(四国宣言)草案交参事室研究等等,

不胜枚举。+∃

参事室先后由朱家骅和王世杰出任主任,

他们也就成了战时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事务

幕僚。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朱、王都曾留学欧

洲,但战前均无外交行政经验,却能如此深入

地涉足外交事务,王世杰还于战争末期出任外

交部长,无疑都与!蒋委员长∀的青睐有加密不

可分。而与这种! 青睐∀对等的是蒋介石对部

分所谓的传统职业外交官的! 嫌恶∀。蒋曾经
记曰: !中国外交人才, 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

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 +%他

认为!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 尤其甲午以来的

外交人员, 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 甚至枉屈自

全的心理, 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 所

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

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

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 处事就没有刚毅

精神, 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 达成政府的使

命。∀他对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

僚与政客的习气, 生活不能紧张, 心理不能改

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尤为不满。+&

在蒋介石直接、单独对外时, 他更乐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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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正规外交途径, 如在对美外交中, 他曾请

罗斯福担任中国与!各国中介∀,他坦言无所谓

什么!外交形式∀,只是他!个人贡献之意见与

希望, &&而非正式外交途径所可言也。∀ +∋再
如聘请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

就是为了与罗斯福! 发生个人直接关系故∀。,)

拉铁摩尔抵华后与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使

馆的联系都很有限, 而! 主要同国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长王宠惠博士和国民党中央计划委员

会主任王世杰博士联系。∀ ,而这!两王∀正是蒋

介石在重庆开展外交的!左膀右臂。∀

战时的中国, 不独参事室和侍从室, 众多

具有外交职能的党政机关和他们在海外的派

驻机构与特别代表都对传统外交渠道展开竞

争,特别是那些有权收集评价情报、传播信息、

对外宣传和争取外援的机构。他们在数量上

甚至已经超过了职业外交人员, 这些外交的

!外围人物∀更多地为蒋介石所倚重, 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常设外交机构和职业外交官的作

用,但也为蒋介石的!人身外交∀奠定了技术和

人员的基础。在内, 除外交部外, 国防最高会

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侍从室和外

事局等机构都可以直接参预外交; 在外, 除了

驻外的大使、公使外, 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

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 对英有杭立武

和王世杰, 对苏有孙科和杨杰, 对德有李石曾

和蒋百里 , , , 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

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而

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 , , , 如拉铁
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

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

间的外国特使, 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

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
赫尔曾经批评蒋介石: ! 发出无数歇斯底

里的电信送达内阁及政府首长, 不经过国务

院,有时甚至不顾总统, 不明了实情, 而干预于

一般机微而严重的事势。∀ , 这类批评, 无论中

外、无论事前事后,无论公开私下曾有过很多。

但有一点却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正是以蒋介

石!人身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战时!元首外
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有现代外交以来根

深蒂固的过分依赖职业外交官的传统。,!这种

转变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即已萌芽, ! 1928 年
以后,南京政府非但不屑于征求中国外交代表

的意见,而且常常在做出决定时除通知那些驻

在直接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外, 对驻其他国家

的外交代表甚至连通知都不给。显然国民党

的领导者们自己懂得外交。他们熟悉情况。

因之驻外代表的地位就降为仅仅是外交部的

代理人。∀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转轨发展到了

极致,很多外交决策甚至是执行过程都彻底抛

开外交部, 而将权力直接交给蒋介石的家人、

特使和侍卫官们。1943年 12 月, 蒋介石携阵

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时, 身为中国驻

比利时大使的金问泗甚至对此一无所知, 当别

国外交官向他问起消息时, 他!觉得颇窘∀。,#而

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的外交部人员仅参事郭斌佳一人, 相反以王世

杰领衔的国民参政会访英代表团却受蒋介石

特令,返国途中暂停开罗, 为蒋介石在开罗会

议期间提供咨询。

我们需要注意到,将蒋介石与战时庞大而

复杂的外交制度来进行比对,在关系上是不对

等的。如果说,战时的外交权已经高度集中于

蒋介石一人手中, 那是毫无夸张的, 而且蒋介

石也有能力修改外交制度,甚至将现有的部分

制度弃之不顾。但是蒋介石想要凭借一己之

力完成外交决策与实践的一切细节,显然是不

现实的。将蒋介石战时外交定义为! 人身外

交∀并不是说蒋绝对摒弃现成的外交制度, 相

反他也会有意识地将原本属于制度外的人员

和机构,纳入制度内 , , , 如杨杰从特使转变为
驻苏大使和宋子文之出任外交部长。而且战

时中国外交的进退也并非就完全反映了蒋介

石个人的好恶,中英间关于九龙问题的谈判就

是一例。

四、蒋介石与特使外交:

!胡宋之争∀与!顾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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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战时向外派出了大批特使,其中

较著名的有孔祥熙、孙科、宋子文、杨杰、贺耀

组、李石曾、蒋百里和颜惠庆等。他们的活动

范围主要集中于欧美, 往往身负军政要务, 大

多有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头衔。1937年 8月,杨

杰率员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苏, 实际上就是

负责与苏方谈判军援的蒋介石的特别代表。

1939年 9月,颜惠庆出国的公开任务是参加第

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但他又以蒋介石私人

特使的身份在美开展外交。1940年 6月, 宋子

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被派往美国。1944

年6月,孔祥熙赴美时的头衔是!中华民国国
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私人全权代表∀。这些特使

外交多数都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杨杰就与苏方

签订了(关于使用 5000 万美元贷款之协定),
是抗战爆发后, 中国政府取得的第一笔实质性

军事援助。,∃而宋子文以特使身份先后与美方

签署了 5000万美元借款合同(即金属借款)和

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协定,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中国获得的最重要的外援之一。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外交制度中对于!特

使∀和!常使∀的职能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而且

外交权又高度集中于蒋介石手中, 使得特使们

往往!有恃无恐∀, 难免与常使发生矛盾, 其中

冲突最激烈的当数驻美大使胡适与宋子文。

胡适的前任是近代著名的职业外交家王

正廷,但蒋介石对于王正廷在美外交的迟迟未

见起色十分不满,才转派学者出身的胡适担任

驻美公使。当时的中国!惟独胡适与宋子文是
纯粹以非职业外交人员身份进入外交界∀, 因

此他们 !在外交措施上, 有许多超出常轨之

处∀, ,%可正是他们不按常轨的作法, 恰好为中

国的战时外交注入了新的活力 , , , 胡适在拓
展对美宣传和宋子文在争取外援上取得的成

果有目共睹。

1940年 6月, 宋子文赴美时, 蒋介石在介

绍函中向罗斯福解释: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

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

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 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

表,前来华府晋谒, 彼固为阁下所熟悉者。余

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洽商一切之全

权,彼受完全之信任, 且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

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

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 不胜企盼。∀ ,&蒋介石

予宋全权, 要求他!借款不必与胡使相商∀, 可

!迳自进行为便。∀ ,∋

但宋子文抵美后不久,胡宋之间迅速地产

生了摩擦。! 据云曾有白宫宴客时, 驻美大使

馆开去之名单, 竟将宋之名置于秘书之列; 以

及宋当时欲走访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及财

长摩根索时, 大使馆不为其办手续∀等。−)而宋
子文也毫不客气地完全抛开胡适, 迅速地织就

了他在美国的关系网, 这就是后来的! 院外援

华集团∀的雏形。虽然宋子文一再要求以施肇
基取代胡适,但这时的蒋介石虽在争取美援上

给予宋子文极大的自主权,请美国驻华大使高

斯电告美国政府, 宋氏可与美! 直接交涉∀, 而

且!不使胡大使参加亦好∀。−但却无意撤回胡
适,希望胡适在美对宋形成制衡。

直到 1941年 5 月 2日, 重庆方面才致函

赫尔通知美国政府, !宋子文博士已被正式任
命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经理人、代理和代

理人,按照 1941年 3月 11日的租借法向美国

或美国的任何机构或媒介取得和接受援助。∀ − 

宋子文在美的外交活动终于在法理上得到了

肯定,蒋介石也坚定了使用宋氏外交的决心。

当年年底,宋子文得以出任外交部长, !这标志

着宋子文正式重返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

层,∀ −!而身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得以利用其特

殊的地位,进一步将胡适排除于正常的外交事

务之外。1942年 8月 15 日, 蒋介石决定免去

胡适的大使职务, 以魏道明继任。制度外的非

常规外交途径重新纳入了制度之内。

宋子文长期驻美, 蒋介石兼代外长, 在当

时已遭诟病,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宋子文的长期

驻美并非如此百害无利, 先不论宋子文在对美

外交中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是它实际造成的

内外两个外交部长局面, 也为实际的外长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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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赢得了一定的缓冲时间

与空间。比如 1942年初中美就签署 5 亿美元

!财政援助∀谈判时, 因是否应该保留条件发生

重大分歧,宋子文在美一直搪塞美国财长摩根

索,最后甚至以蒋介石出访印度!只带去了旧

的密码本,我不敢用旧的密码与他传递重要文

件∀, 作为挡箭牌,为谈判赢得了缓冲。−∀

胡适与宋子文之间的互不相容, 固然与两

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处事方式和外交理念息息

相关,但蒋介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

视。胡宋之争中, 蒋介石最终抛弃了大使, 但

是在顾维钧与杨杰之间的冲突中, 常使却最终

占了上风。1939 年初, 为了促成中法军事合

作,蒋介石派驻苏大使杨杰以特使身份赴法。

杨杰抵法后,曾毫不客气地知会顾维钧他在法

国的活动是! 按照委员长的命令∀, !秘密商谈

获得军事技术合作和军需供应,包括运输到中

国等事宜∀。而且他所涉及的!所有谈判情况

都应直接地和秘密地向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孔

祥熙报告, 而无须通知大使馆。∀随后, 杨杰在

法国的活动是在抛开顾维钧和中国驻法大使

馆的情况下,完全秘密进行的。
−#

但是缺乏外交经验的杨杰却险在一宗借

款上被骗,蒋介石不得不派国民党中执委程天

固以!行政院高级顾问∀和!外交部特派视察

员∀的身份来到巴黎, 专门调查杨杰在法国的

行为。−∃顾维钧在巴黎很好地协助了程天固的

调查,而且最终证明向杨杰提供货款的荷兰银

行家有诈骗嫌疑。于是, 杨杰在法国的努力终

成泡影,不久之后杨杰被召回, 驻苏大使之职

也被邵力子取代。而蒋介石也将继续与法国

政府洽商军事合作事宜的权力交给了顾维钧。

杨杰一案令顾维钧感叹良多,身为传统职业外

交官, 顾维钧对派杨杰这样所谓!特使∀出使国

外,一直持保留意见, 他在回忆录中记道: !这

也是派一个完全外行的军人到国外去当外交

代表所不免要付出的代价。虽然在外交队伍

里也有几位很能干的高级军官,但是你根本无

法断定在关键时刻他会说出什么或做些什

么。∀ −%

从!胡宋之争∀和! 顾杨冲突∀至少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 当特使与常使间发生冲突时,

蒋介石并不会特意地偏袒特使, 他在战时频繁

地派出特使,也并非故意不尊重现有的外交制

度。这一方面表明蒋介石不讲制度、蔑视传统

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随着新一代外交人

才的成熟,国民党高层可以选择的外交人才和

方式的多元化,这也是战时能够取得成功的重

要原因之一。

结 语

套用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
准∀,评价一种制度,其实践的效果不能说是唯

一标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指标。大多数的

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给予了战时外交积

极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战时外交制

度的成功。

战时外交!显示了近代以来少有的主动

性∀,它不是简单的!冲击 , 反应∀, 已经开始主
动出击,重庆方面能够!越过正常的外交途径,

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战时外交还! 显示了

它少有的灵活性。它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

异同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而着眼于现实的国

家利益。根据不同的对象,确立不同的外交方

针。∀ −&而蒋介石的!人身外交∀无疑是中国战时

外交! 主动性∀和!灵活性∀最集中的体现。蒋
本人常自诩是!革命外交∀者, 认为! 革命外交

不能待有把握后再事进行, 应先由我发动, 促

其成功,方得不蹈旧式被动外交之覆辙也。∀ −∋

也正因为蒋的!人身外交∀使得国民政府能够

利用制度内外的各种外交渠道, 拓展对外交涉

的领域, 丰富对外交涉的形式。因此! 主动

性∀、!灵活性∀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蒋介石亦是
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蒋介石的不按规矩最

后反成规矩,他在有意无意间破坏的制度最后

却形成了新的制度,从而激发了战时中国外交

的能动性, 在这一点上, 制度与人的互动作用

显而易见。蒋介石在战时的高度集权,使他有

能力变通制度、利用制度、创造制度。正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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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所赋予蒋介石的权力为他提供了外交上

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但遗憾的是, 蒋介石对

于!元首外交∀的!滥用∀几至!事必躬亲∀,结果

演成了! 人身外交∀, 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
!元首外交∀理应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战时中国外交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占据

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公认

的。战时外交其任务之重前所未有, 其机遇之

好有目共睹,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成功绝

不是仅仅靠蒋介石和他的外交官、特使们所能

完成的,中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抗战是影响中国

进退的最根本因素。!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

得,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 战时出现以蒋介石为

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与战时特有的外交制

度并不是偶然的, 它一方面受战争的影响, 另

一方面也是整个中国外交制度嬗变演进的必

然结果。

 相关著作数量颇丰,大陆方面的代表作包括: 陶文钊、

杨奎松和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中共

党史出版社 1995年版)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4年版)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国时期,

1911- 1949))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李世安:(太平洋

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版 ) ;萨本

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版)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 (重庆出版社 1993年版) ; 徐蓝:

(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 1941)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年

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

有限公司 1996 年版) ; 唐培吉主编:(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 等。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亦相当丰硕, 包括: 王正华: (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 ,

(台北环球书局 1987年印行) ;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

政策) (台北学生书局 1988 年印行)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
外交) , (台北)! 国史馆∀1991年印行。

#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

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页。

∃ 梁伯华: (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 , , , 外交制度与中外关

系的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序言。

%有关蒋介石的著作海峡两岸均有大量问世。大陆方面
较权威的有: 宋平: (蒋介石生平)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版) ;严如平: (蒋介石传稿)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 ;杨树标:

(蒋介石传) (团结出版社 1989 年版) ; 张宪文、方庆秋主编:

(蒋介石全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台湾已经出版

的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几乎可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较有代表

性的主要是: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 ( 台北中央日报社 1997

年版) ;蒋永敬:(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

公司 1991年版)。李敖:(蒋介石研究) (台北李敖出版社 1987

- 1989年版) ;黎东方:(蒋介石评传) ( 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

1980年版)。这些作品中有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关系的内容

十分罕见,多数以蒋与政治、军事、人事等关系为主线。直接

有关蒋介石与外交的专著目前笔者仅见两本, (台 )史振鼎:

(总统外交思想与实践) (阳明山三民主义研究所 1966 年印

行)和陆卫明等著: (蒋介石的外交秘闻)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前者成书时间较早,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大,后

者与大多数关于蒋介石的著作类似,内容引人入胜,但在扎实

的史料运用与严肃的考据方面略嫌欠缺。而黄仁宇的(从大

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在有关蒋介石的著作中独树一帜, 提出! 人身外交∀这一

概念,给本文的写作以极大的启发。

∋ 刘维开:(战时党政军统一指挥机构的设置与发展) ,
(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三届讨论会)) ,抽印本,台北 1996

年版,第 341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
料选编) ,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5- 47页。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 , 上册,第 118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国防会议等四机构组织

史料选) ,(民国档案)1985年第 1 期;马起华: (抗战时期的政
治建设)。(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31页。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 ,第 3卷,政治卷,四

川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8 , 39页。

/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 , ,, 军事委员会) ,

第 1册, (台北)! 国史馆∀1996年印行,第 8页。

(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 , , , 军事委员会) ,第 1册,第

78页。国民政府组织法第 3条为:国民政府统率陆海空军。

见:(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 110页。

 对此蒋介石本人认为! 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

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为抗战与党国前途计则

有益,为个人计则有损也。∀引自(台北 )! 国史馆∀藏大溪档案
文物图书(蒋介石事略) , 1938年 3月 28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发行: (国防最

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 , (台北) 近代中国 1995 年版, 第 1

册,序言。

∀(国民政府公报) ,渝字第 426号, 1941年 12月 27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
期) ,第 3编(战时外交) , 第 1 册, (以下简称(初编 战时外

交) ) , (台北) 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 第 325 ,

326页。

∃1938年 1月 1日,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国民党中常

会第 62次会议选任孔祥熙和张群分任行政院正、副院。1939

年 11月 20日,五届六中全会议定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以孔

祥熙副之。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
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第 851- 852, 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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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崖:(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63页。

∋(美)易劳逸著, 陈谦平、陈红民等译, 钱乘旦校:(1927
- 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流产的革命) ,中国青年出版

社 1992年版,第 56页。

()为了谋求中苏结盟, 蒋介石越过外交部和中国驻苏大

使馆,由孔祥熙担任翻译,亲自与苏联驻华大使秘密谈判。在

战前中德关系蜜月期,蒋介石和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德军

事合作、军火贸易等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 ~ 二十一统计,

战时蒋介石就外交问题公开发表了 16次专题讲话。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
公思想言论总集) ,卷十五,(演讲) ,第 264页。

(!(王世杰日记) (手稿本) ,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1990年

编印,第 1册,第 135页。

(∀陈之迈:(中国政府)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第

119页。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 , 第 3 册,第 1264-

1277页。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 ,第 5册, 第 34- 45

页。

(%(抗日战争) ,第 3卷,政治卷,第 46页。

(& (台北 )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国防档 001/

49 2,国防最高委员会第 106次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速纪录,

1943年 3月 20日。

(∋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战时外交) ,第 1、2、3册统计。

∗)(初编 战时外交) ,第 1册,序言。

∗ ∗!(王世杰日记) ,第 3册,第 231- 232、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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