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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驻扎朝鲜 13 年余，办事

精明而谨慎，并曾两度代理袁世凯

担任驻朝总理及收拾袁氏所留下的

残局，实为中国第一位朝鲜问题专

家[1]61。1889—1894 年他任职龙山商

务委员，尽管这段时间相对其在朝

时间来说不算长，而且还不是连续

担任的，但这段任职经历对他来说

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在朝

鲜担任一个独立部门主管官员的开

始，这为他以后的政治、外交生涯提

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平台。
一

唐绍仪在出任龙山商务委员之前，已经

在朝有了 7 年多的工作经历。尤其在 1885

年 11 月 15 日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

通商事宜”大臣之后，唐绍仪的外交才能尤

为凸显，因而深受袁世凯的倚重并成了袁的

主要助手。11 月 22 日，唐绍仪以候选从九

品的职衔，出任袁氏汉城公署的西文翻译，

并兼理秘书事宜[2]2032。次年 4 月 17 日，唐绍

仪又奉派兼任随办洋务委员，以协助袁氏应

付与各国驻朝外交人员的频繁接触，袁称赞

他“老成练达，精通西学”[3]302。
在袁世凯的推荐下，1889 年 8 月 14

日，唐绍仪复受命以知府用、候选同知直隶

州的职衔，代理龙山商务分署委员（龙山距

汉城十里）。是年 9 月，由代理改为实任。9

月 17 日唐绍仪接办到差。
由于唐绍仪任龙山商务委员期间曾代

理袁世凯任驻朝总理大臣，在袁回来后他又

回龙山任原职，所以唐绍仪任龙山商务委员

之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889

年 8 月至 1891 年 9 月袁世凯回原籍省亲，

第二阶段是 1892 年 5 月至 1894 年 7 月袁

世凯再次回国。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

段，唐绍仪都按照商务委员应尽的职责忠实

地履行他的职责，尽力地维护清朝的“宗主

权”和在朝华商的利益。
二

唐绍仪在任龙山商务委员之职时，除了

忠实地履行商务委员的日常工作事务外，还

处理了几件大事。通过这几件大事来看一下

他在龙山的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他是如何

维护清朝“宗主权”和保护华商利益的，是如

何忠实地履行商务委员之职责的。

1. 处理伤害华商

的积案。这是唐绍仪

担任龙山商务委员后

做的第一件事。到任

不久，南、北、广三帮

董事公禀称华商商号

被人放火烧毁房屋，

失去货物银钱，还有

人被烧死的事情。这

些案件最长的有两年

之久，最近的也有半

年之久，朝鲜外衙署

一件也没破，一名案犯也没有抓获。
唐绍仪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给驻朝总理

大臣袁世凯的报告中指出了反复出现的纵火

案，朝鲜政府方面有责任，而且案件一个也没

有侦破，这对事主没法交代，也使在朝的其他

华商无法安心。为此，唐绍仪提出了一个解决

办法，即“一面限严缉各案人犯，务获究办；一

面先行设法赔偿各商被焚赀本，并酌量抚恤

该尸属家口人等，以示体恤”[2]2703。
唐绍仪对这一案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积极而稳妥的，在心理上给受害者和其他在

朝华商一个安慰[4]405。
从处理这一事情的情况来看，唐绍仪能

真正把华商的利益放在首位，替清政府保护

他们的利益。这既维护了大清王朝在朝的形

象，也使他处理对外交涉的才能得以展现。
2. 处理韩商排挤华商的“撤栈事件”。

1890 年 1 月，汉城发生了一起“围绕汉城开

栈是继续还是撤销”的韩商排挤华商的“撤

栈事件”。汉城开设行栈是根据《章程》第四

条内容而设的，商民享有特权，“除进出货物

应纳货税、船钞，悉照彼此海关通行章程完

纳外，其有欲将土货由此口运往彼口者，于

已纳出口税外，仍于进口时验单完纳出口税

之半”[4]406。
由于华商在汉城的商业圈居主导地位，

使朝鲜官商对此极为不满。1890 年 1 月 7

日早，朝鲜商会头目六大家（韩俗称为六大

廛，是朝鲜开国后，招集富户千百家，集资而

设的，他们把持市利）分派商伙，遍街传谕，

迅速闭门，违者罚东钱三百两。次日，韩商

“诉请于外署，务将各国商民移至龙山或仁

川，韩商方可开市”[2]2737。在这紧急关头，袁世

凯并没有乱了阵脚，而是将这一情况上报给

了总署，并对朝方提出的迁移问题作了分析。
同时，袁世凯饬令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

随员程云翰去调查这一事件。唐绍仪以自己

“在韩九年”的工作经验，对这一事件作了深

入细致的调查，并写了上呈总署的调查报告。
报告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作了详细的

记述和分析[2]2737。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唐

绍仪把“汉城撤栈事件”的原委及对韩商利

权和其他居户商民的影响作了极为透彻明

了的分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闭市的关键

之所在，即“韩廷偿其欠价，减其宫用，免其

贵供，则六廛自可支持。如第请各国商家移

迁，而韩廷仍逞其贪残，与六廛毫无惠益。六

廛商人虽至愚，亦未始不见及此，特畏国法

莫敢言耳”[2]2740。这个报告为袁世凯最终解决

“撤栈事件”提供了决策依据，同时唐绍仪在

外交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显现。
3. 处理驻韩俄署使公署雇用华工抗遣

定章不领执照案件。1891 年 8 月 6 日，龙山

分署的巡差发现了一个未领执照的华工趁

着朦胧夜色进入了俄国使馆，便跟着前往查

看，俄使馆人员加以阻止，双方为此发生了

争执。事后俄国公使向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

袁世凯提出交涉，抗议华捕擅入俄国使馆查

询华工。袁世凯因事出龙山，谕令唐绍仪查

办。唐绍仪根据《章程》，在给俄公使的复文

中坚持原则，据理辩驳。
俄国公使对唐绍仪的回复非常不满，10

日又提出了正式照会。正式照会用洋文写，

照会中俄属使引用《万国公法》，指责唐绍仪

未先通知俄公使和获得允准，便派巡捕前来

使馆传带华工的做法。同时，还声称“该署华

工应归该使保护管辖，该工于其本国应行各

事一概均免，其本国官员亦不能干涉各等

语”[2]2904。
唐绍仪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指出俄属

使的这种狂言“殊非理例”[2]2904。12 日，唐绍仪

押禁了依恃俄使馆袒护、对《章程》明知故犯

的华工高阿成。在审讯中，“查该工明知定

章，故意抗违，殊属玩法”[2]2904，即函知俄署使

并将该犯责惩押禁，传谕取保释放，补发执

照，以符定章。
俄属使对唐绍仪所采取的措施很感意

外，于 13 日派俄署参赞古乐诗赍送洋文一

件并面请饬将拿办华工立即释放，唐绍仪当

即就把他的要求驳回并让其回去。唐绍仪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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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为俄公使的恐吓所动，在给袁世凯的报

告中称：“中国官员自有审办中国人民之权，

既非在俄署拿获，亦不过照例知照，该俄署

使何能越俎干预。”[2]2905 同时还对俄属使的

来文进行了驳复，自 20 日后再无来文驳论，

至 28 日给高阿成补发执照，并已经按照惯

例函告俄署使查照。
通过这件事，唐绍仪在给袁世凯的报告

中指出，如果这件事情没办理妥当的话，“则

此端一开，在此洋员，必皆效尤。所有各国公

署佣工华人，悉归洋员保护管辖，不惟不成

政体，遗笑藩封，且恐游勇莠民，将以洋员处

为遁逃薮，揆诸事体，妨碍匪细”[2]2905。这可以

看出，唐绍仪是从清政府的大局出发，站在

外交的高度来解决这件事的。这不仅表现了

他不屈不挠的外交交涉风格和斗争艺术，而

且为清政府保护自己的领事裁判权作出了

难能可贵的贡献。
4.处理华商初学仁被害案件。1892 年 8

月，在汉城发生了一起华商被害案件。唐绍

仪在接到仁川北帮华商初文阶报案后，即

“照会朝鲜汉城府少尹朴用元查拿凶犯”，
“转照朝鲜外署迅速开饬捕盗衙门，缉拿凶

手，以结重案”[2]3107。但是，案子并没有立刻就

破。11 月 10 日，唐绍仪又禀请袁世凯，请他

照催韩外署，一定要将凶犯抓获，来为死者

申冤。因此，袁世凯在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

报告中称：“伏查朝鲜捕务久弛，案犯从无缉

获，而此案人命攸关，情节重大，且汉江为仁

川汉城往来安卫，路所必经，若仍人气疲玩

延宕，殊不足以弥盗患而安商民。当由职道

重出赏格，如有将此案正犯拿获送案前来禀

报者，赏韩钱一千吊。倘知情隐匿不报，一经

查出，即行拿获，一并惩办，并一面仍照催韩

外署上紧严缉。”[2]310918 日，朝鲜汉城右捕厅

军官称拿获贼匪二名，经审讯，二人是在汉

江沙场乱石打杀华人初学仁案内凶犯。21

日唐绍仪接到袁世凯的命令，立即照会汉城

少尹金思辙知会捕厅将该二犯闵仁信等照

章交出，押解前来，以凭会同审断。下午该少

尹就带该二犯前来，即经会同审讯。12 月 28

日，唐绍仪派巡员崔继昂前往刑场会同韩官

观斩二凶犯，验系正犯始回。案犯被斩首后，

还将整个案情过程告诉了初学仁家属。
从这件案子的整个处理过程来看，在案

子没有进展时就禀请自己的上级，让上级部

门照会朝鲜外署衙门，对其施加压力，催促

其快点办案，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也

能给在朝的其他华人一些安全感。案犯抓获

后进行审理的过程也完全符合《章程》第二

条的规定，即：“中国人民为原告，朝鲜人民

为被告，则应由朝鲜官员将被告罪犯交出，

会同中国商务委员按律审断。”[4]405 唐绍仪尽

自己的职责而努力为受害华商申冤，说明他

完全是清朝的合格的驻外官员。
除此以外，唐绍仪在朝鲜还办理了韩续

贷华款银十万两及允华商购驶小轮等事，无

论什么事情，他都从清政府的角度、从华商

的切实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维护清政府和

在朝华商的利益。
通过这些活动，可看出唐绍仪在任龙山

商务委员之职时，对商务委员这一职务所赋

予的职责是完全忠实履行的。他在处理在朝

华商事件方面，能够从大局出发，积极主动地

提出各事件的合理解决方案，为在朝华商争

取了权利和保护了利益，同时也一定程度地

维护了清政府在藩属国朝鲜的尊严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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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将曾国藩一生

做人做事做官的经历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

的描写,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刻画了晚清一代

名臣形象。其中对曾国藩的用人之术刻画得

尤为深入，对读者启示颇多，也为今天的领

导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一、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之观

曾国藩特别讲究人才的重要性，他认

为，一个为官者要想做成事达到成功，必须

要招揽到人才。规章制度、战法战术、工具器

械等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都要放在第二位，

第一位必须是人才。
上卷第八章中弟弟曾国华向他请教如

何带兵之道时，专门讲了他的一段人才之

观：“两年来的体会是，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整顿营规，讲求战守尚在次之，制胜之道，有

的人归结在使用坚船利炮，其实，在人而不

在器。故你最要紧的，不是在多添刀炮马匹，

而在于慎选哨官哨长。”这段话将曾国藩多

年来的用人经验一语道出，强调了人才在事

业成功中的战略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

说成就事业者必须要选好管理人员，必须先

有人才，没有人才仅靠其他是没有用的。人

才是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才是抓住

最根本之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他的为官

之道从中可窥一斑。这与我们现在讲的领导

艺术可谓一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

有选好管理人员，依靠各种人才，才能做成

大事，领导就是善于将人才领着导到成功之

路。这就是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1]256。
二、不拘一格的招揽人才之道

曾国藩只要发现了是人才，或有一技之

长，或胆识过人，或言谈深刻，不管是粗衣布

裤的放排之人，还是带罪犯案之人，或者流

落街头之人，还是落魄书生都敢大胆选用，

破格提拔，让其有用武之地。
如上卷第五章中描写对鲍超的识别与

提拔。鲍超喝醉酒卖了老婆，后又反悔，被官

府锁拿，在半路上求救于曾国藩，曾通过观

察交谈认定鲍超是个带兵的人才，“心想大

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超过他的”，便说

“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今后要将全部本

事教给勇丁”，并把鲍超的官司一事了了，还

拿出五十两银子让其安抚家中，鲍超感恩戴

德投到曾的手下，不负所望，在与太平军的

屡次交战中，数建奇功[1]124。
上卷第一章中专门有一节是“喜得一人

才”，描写了曾国藩招收康福的过程。康福本

是一流落街头，靠摆残局糊口的颠沛游离之

人，在与抢夺他棋子的歹徒恶斗中，曾国藩

看出了他超人的武艺与胆识，在与他的交谈

中看出他“孝母爱弟，正直诚实”，“家风纯

良，祖德深厚”，“颠沛游离却不走入邪途”。

□ 贾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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