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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救國會的紛立及與共產黨的關係 

 

第一節  從各救會、上救會到全救會 

 

上海各方面救國會的成立，是 1935 年華北自治運動直接刺激下的

產物。它與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同時發生，並受學生運動的推

動，在全國掀起了一股抗日救國的浪潮。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裡，「救國

會」這個名詞成為當時全國救國團體的主要形式，並在 1936 年 6 月 1

日以上海為大本營，成立全國性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本節以上

海地區為範疇，敘述從上海各方面救國會的紛立，到上海各界救國聯

合會成立，再整合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情形。 

儘管自九一八事變後全國範圍的抗日情緒不斷高漲，但自 1933

年 5 月〈塘沽協定〉簽訂，公開的對日本人的義憤卻有所消沈。國民

政府爭取將近兩年多的時間，將重心關注到安內問題。又為了避免刺

激日本，國民政府鎮壓所有可能的抗日活動。這樣的政策加深了政府

與民眾之間的原有矛盾與衝突，民眾對日本的敵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要接近表面化。  

1935 年初，日本的問題再度出現。隨後華北自治運動如火如荼撲

天蓋地而來，新民族危機激動著按耐不住的人心。當 11 月 24 日，殷

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傳聞「冀察政務委員會」隨後

即將設立，憤怒的北平的學生在 12 月 9 日走上街頭，舉行了示威遊行。

他們反對所謂的自治政府成立，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日。但警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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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水龍、槍托和大刀背來對付示威的學生。學生被警察驅散1。 

接著 12 月 16 日，學生們再組織了一次遊行。這次示威有將近八

千人參加，其人數比五四運動時的高峰超出兩倍2。運動並隨即蔓延到

全國各地，直到月底，這一遍及全國的學生運動才告平息。  

而在上海，同樣 1935 年的這一年當中，人心是激憤著。文化界的

知識份子圍繞著日本侵華，舉行了各式各樣的時事座談會、報告會、

讀書會、等，大家各抒己見，紛紛建言，共同探求挽救國家危亡，尋

找民族出路的方策。  

5 月份，《新生周刊》的〈閒話皇帝〉一文惹出風波，主編杜重遠

被判刑入獄，是為「新生事件」（見前文沈鈞儒部分）。這在全國特別

是上海文化界引起強烈的憤慨和不滿。沈鈞儒以辯護律師身份為杜重

遠奔波，要求平反，並寫了感懷詩一首：「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

海兮波濤深。嗚呼嘻兮！我所愛之國兮，你到哪裡去了？我要去追尋。」

3同樣鄒韜奮在美國獲悉杜重遠入獄，憤怒和悲痛「不能自抑」 4，加

速歸程。8 月 27 日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探視杜重遠。接著鄒韜

奮主編的《大眾生活》出版，在 11 月 30 日的一篇〈華北問題〉中，

他大聲疾呼：「我們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全民族爭生存的問題」，華

北問題「是全民族爭生存的整個問題的一個部分」；「動員全民族大眾

                                                 
1
 有關北平「一二九」運動的紀實，可參閱〈北平學生「一二九」示威〉；楊君辰，〈一二

九運動的回憶〉，見人民出版社主編，《一二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3月

北京第一版），頁 30-43、51-60。 

2
 「一二一六」學生運動的紀實可參見〈北平學生二次示威記〉，同前書，頁 44-50。 

3
 沈鈞儒，《寥寥集》，頁 34。 

4
 鄒韜奮，〈筆談〉，《生活星期刊》第 15號（1936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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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鬥爭的力量，共同起來為著整個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戰。」 5 

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和北平學生的「一二九」運動爆發的同時，

經常利用一、兩週一次的敘餐會在一起討論時局的沈鈞儒、鄒韜奮、

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陶行知等人，決定在上海發起救國運動。

他們起草〈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6並發起徵集簽名，一共有二

百八十人署名。12 月 12 日，宣言正式發表，指出：「國難日亟，東北

四省淪亡之後，華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機之下了！『以土事敵，

土不盡，敵不饜。』在這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負著指導社會使

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應該立刻奮起，站在民眾的前面

而領導救國運動！」「因為華北事件的教訓，我們應該進一步的覺悟，

與其到了敵人刀口放在我們的頸項的時候，再下最大的決心，毋寧早

日奮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氣，爭取民族解放！」 7 

宣言的簽名者包括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其他黨派的人士，更多

的是處於中間狀態的人8。宣言雖然用的是「文化界」的名義，但其實

                                                 
5
 鄒韜奮，〈華北問題〉，《大眾生活》1：3（1935年 11月 30日）。 

6
 章乃器曾經回憶：「救國會是從一個十人小組開始的，現在記得起姓名的大概是沈鈞儒、

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周新民和我。小組的推動者大概是周新民，而公開召集的

是沈老。當時所用的是敘餐會形式，每一、二星期敘會一次，上次決定下次會的日期

和地點。」見章乃器，〈我和救國會〉，章立凡選編，《章乃器文集》（下卷‧政論雜著

編），頁 629。 

7
 〈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見《生活知識》1：6（民國 25年 2月 20日），頁 291。 

8
 宣言由馬相伯領銜，排第一接著是丁馨伯、丁廷標、王紀元（共）、王淑明、王文清（共）、

王敬濤、王權之、王造時、王英生、王鑑賢、王德輝、王志莘、天白、丑俠雲、白薇、

立波、史毓琨、石西民、江恆源、江榦秋、朱衣、朱公謹、朱定鈞、朱有獻、朱章寶、

朱曼華、朱楚辛（共）、朱義冑、朱通九、朱光熙、艾蕪、伍蠡甫、阮有秋、呂思勉、

呂一舟、呂鑑平、呂驥、呂一峰、何清儒、何家槐、沈西岭、沈學鈞、沈家詒、沈麟

玉、沈鈞儒、沈體蘭、沈起予、沈茲九、汪馥泉、王  然、汪梧封、汪馥炎、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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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大大的超越這個範圍，包括著文藝界、教育界、新聞界、銀行界、

法律界、職業界、宗教界等等方面。 

宣言的最後提出了八項主張：堅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否認一切有

損領土主權的條約和協定；堅決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

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

問題；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及華北偽組織；要求用全國的兵力財力

                                                                                                                                            
李鼎聲、李公樸、李炳煥、李蘭、李宗文、李肇甫、杜君慧、杜君恕、杜佐周、杜鋼

百、余定義、但蔭蓀、武叔和、伯韓、武育宣、吳秋山、吳劍嵐、吳景新、吳清友、

吳澤炎、吳全衡、吳道存、吳義之、吳遐齡、吳文棫、吳永剛、吳耀宗、金奎光、金

則人、金焰、林猛公、林娜、林仲達、林暐、周肇基、周木齋、周新民、周建人、周

碧初、周鋼鳴、周予同、周谷城、周劍雲、季之華、郎魯遜、邱宇清、秋韻鐸、俞鍾

駱、范定九、范冷觀、胡紀常、胡芝英、胡繼純、胡詠騏、胡庭芳、胡漢武、姚壽康、

姚惠泉、姚璋、姚明達、荒煤、施友文、施超、施少明、姜解生、柳亞青、柳辰夫、

唐弢、馬宗融、倪若水、倪文宙、徐嗣同、徐雪寒、徐懋庸、徐淵茗、徐壽娟、徐揚、

袁牧之、袁慶炎、殷鍾戊、殷佩斯、孫懷仁、孫克定、孫寒冰、孫師毅、孫祖基、章

乃器、張友梅、張毓珊、張定夫、張慧、張明養、張諤、張舍我、張振鏞、張雪澄、

張予若、張栗原、張健甫、張夢麟、張漢輔、張梓生、張庚、張詩英、梁心沐、莊潤

德、康煥棟、陸子操、陸翔千、陸詒、陶行知、陶紹淵、惲子遠、陳子展、陳丕士、

陳維稷、陳振鷺、陳煥、陳清金、陳高傭、陳潤泉、陳珪如、陳楚雲、陳振夏、陳建

之、陳有松、郭挹清、庶謙、曹禮吾、曹聚仁、曹亮、鄔冶邱、戚叔咸、許鵬飛、許

復、許傑、許幸之、婁立齋、崔萬秋、彭十嚴、彭文應、黃宇楨、黃覺民、黃士英、

單毓華、溫源甯、溫濤、馮仲定、韋維清、程紹德、寧柏青、曾作忠、楊學坤、楊東

專、楊衛玉、楊蔭溥、楊  龍、葉作舟、慎微之、褚漢泉、詹摩、鄒韜奮、賈粟香、

趙祖慰、廖茂如、壽毅成、鄭獨步、鄭振鐸、鄭應時、鄭君里、潘震亞、潘白山、潘

子端、潘大逵、劉陸民、劉思訓、劉良謨、劉範猷、劉勝旦、劉醒石、蔡正雅、蔡楚

生、蔡致通、蔡承新、蔣維喬、鄧毅生、鄧輔漢、熊若蘭、錢亦石、錢基博、錢慰宗、

錢歌川、錢俊瑞、駱清華、駱傳華、諸楙孚、諸青來、麗尼、謝田、謝六逸、謝德風、

戴平萬、薛暮橋、聶紺弩、魏金枝、羅玄、羅瓊、蕭  山、譚俊、關露、嚴韞石、嚴

子佳、嚴諤聲、蘇虹、顧鑑深、顧仲彝、顧名、歐陽執無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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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敵人的侵略；嚴懲漢奸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要求人民結社、集

會、言論、出版的自由；以及呼籲全國民眾自動組織起來 9。 

同一天，上海文化界還致電北京大學學生會轉各校學生，對學生

的一二九示威遊行表示同情：「諸君在高壓之下，奮起抗爭，意義之大，

遠過五四運動，盼望再接再厲，全國響應，即在目前。」 10 

同時又致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北平宋哲元，表

示聲援學生：「北平學生救國運動發揚民意，拱衛國權，萬不能再加壓

迫，否則聽任漢奸冒替民眾，是非泯滅，國亡無日。」11  

就這樣，以文化界的救國宣言發表作為序幕，加上北平學生愛國

運動的有力刺激，上海各界民眾的救國運動開始以燎原之勢，迅猛展

開： 

(一) 婦女界救國會 

1935 年 12 月 21 日，由上海中華婦女同盟會、婦女生活社、婦女

園地社、婦女大眾社、婦女文化協會、婦女新地社、微明社等婦女文

化團體，和史良、沈茲九、王孝英、胡子嬰、杜君慧、王伊蔚、陳波

兒、陳維姜、鄧裕芝等女界人士發起的婦女救國會首先成立。 

當日下午二時，包括各大中學校的女學生、女教員、女職員、女

醫生、女護士、女律師、女工人、家庭婦女等近千人，在北四川路青

年會召開婦女救國會成立大會 12。大會首先推出史良、王孝英、沈茲

九等七人為主席團，然後由律師史良報告籌備經過，她慷慨激昂的陳

                                                 
9
 同前註。 

10
 《大美晚報》（民國 24年 12月 12日）。 

11
 同前註。 

12
 〈婦女奮起救國，昨開全體大會，何香凝、王孝英等有沈痛演說〉，《申報》（民國 24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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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諸位任何人都知道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三種要素所構成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民可以受人壓迫，任人殘殺，土地今天被割

去一塊，明天被人搶去幾省，我們的內政外交，沒有一件不受人家的

強制，人家的干涉，還能叫國家嗎？還能成為國家嗎？我們居人民半

數的婦女還能裝痴裝聾躲在家裡過苟安的生活嗎？⋯⋯不，決不！今

天我們上海各婦女團體和各個婦女個人在此地總集合，就是我們中國

婦女救亡運動的開始。」 13接著由何香凝，與王孝英（立法委員）發

表演說，何香凝大聲疾呼：「我們要奮起精神，我們要武裝起來，我們

不再做奴隸，不再做生男育女的性機器。我們是要與男子一樣的負起

重大的責任，爭取民族生存，同到戰場上去，起來！」14。 

隨後討論提案，並通過簡章與宣言，宣言中指出，華北事件是東

北事件的後果，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會變成華中、華南事件的原因，

整個中國的滅亡將無可避免。因此當全國各地的學生群眾自動的組織

起救國團體，熱烈響應北平學生救國運動的同時，佔全國民眾半數的

婦女，不當安居家庭，坐待敵人的屠殺，而要一致團結起來，與愛國

男子共同負起救國的重任，以盡國民一份的天職 15。 

大會隨即選出陸惠年、王孝英、韓學章、高桂芳、杜君慧、史良、

史伊凡、胡子嬰、羅瓊、沈茲九等十一人為理事，左誦芬、張志學二

人為候補理事16。 

至下午六時，成立大會結束，為表示支援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

與會大眾舉行示威遊行，參加的群眾約達一千多人。沿途散發傳單並

                                                 
13
 《婦女生活》2：1（民國 25年 1月 16日），頁 25。 

14
 同前註。 

15
 〈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宣言〉，《生活知識》1：8，頁 391。 

16
 名單見《申報》（民國 24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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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呼「反對華北偽自治」、「維護愛國運動」、「懲處賣國漢奸」等口號，

至七時散隊 17。而這次婦女遊行，對上海的學生運動起了推動作用，  24

日上海學生再次大請願示威，就是受了婦女遊行的影響而爆發的 18。

隨後，婦女救國會也發表〈告全國婦女書〉，重申婦女救國的重要19。 

（二）文化界救國會 

1935 年 12 月 27 日下午三時，秉持前述〈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

言〉的精神，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在西藏路寧波旅滬同鄉會召開成立大

會，計有文化界人士三百餘人參加。 

大會先推舉沈鈞儒、章乃器等人為主席團。沈鈞儒在會上講話說：

「本會以團結上海文化界同人，推進文化運動，發揚民族精神，保障

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為宗旨。我國現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國民，

均應自動奮起以負救亡圖存之重任。文化界為國民之先導，更應悉力

赴難。」20 

隨後大會通過會章，選舉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

行知、李公樸、王造時、史良、顧名、沈茲九、錢亦石、江問漁等三

十五人為執行委員。並通過爭取言論自由、保障文化人生命安全、組

織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等重要議案，同時發表第二次宣言。  

宣言中說，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幾項主張，雖然已經在知識界和

大眾之中獲得廣大的響應，但並沒有為政府所採納。華北自治運動仍

                                                 
17
 〈“五卅”以後第一次南京路上愛國婦女大遊行，上海婦女救國會昨成立，何香凝有

沈痛演說〉，《立報》（民國 24年 12月 22日）。 

18
 〈一二九以來上海學運之史的檢討〉，《救亡情報》第 23期（民國 25年 10月 25日）。 

19
 《生活教育》2：22（民國 25年 1月 16日），頁 45。 

20
 周天度編，《沈鈞儒文集》，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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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名義下「化裝」出現；冀東偽委員會甚至還在

擴大組織與區域；察東六縣又陷在敵機重炮之下，而且也預備放棄了；

敵軍在華北公然的增兵，對全國更提出「三大原則」作全盤的併吞，

並逼迫我國政府締結中日軍事同盟，驅使中國大眾作「進攻蘇聯」的

先遣隊。凡此一切都在說明敵人的侵略決無止境，中國民族已到了和

平絕望的時候，犧牲已到了最後的關頭，全國大眾已超過了忍耐的限

度，當前學生愛國救亡的高潮，明顯的是大眾一致奮起救亡圖存的先

導，鋼鐵般的民族陣線，將由全國大眾自動地建立起來。  

宣言進一步提出比前次更激進的主張：根本改變目前的外交政

策，公布過去的外交經過；罷免並嚴懲一切賣國親敵官吏；開放民眾

組織，保護愛國運動，迅速建立起「民族統一戰線」；「釋放一切政治

犯」，共赴國難；「停止一切內戰」；「武裝全國民眾」；保障集會、結社、

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對敵經濟絕交，全國恢復抵制仇貨等21。  

而對照第一次宣言的主張，顯然此時的色彩已經不是那麼單純。  

又在討論組織的名稱時，沈鈞儒提出不要在組織上加「抗日」、「反

日」的字眼，以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和日本浪人的搗亂，單單是「救

國會」敵人便無所藉口了。這意見為大家所接受 22。 

(三) 大學教授救國會 

接著上海各大學的教授顧名、沈鈞儒、曹聚仁、孫懷仁、周新民、

潘大逵、吳清友、章乃器、汪馥炎、張定夫、潘震亞等六十餘人，因

為有見於愛國學生群起做救亡運動，自覺和青年相處最久，認識最深

的教師，自然應該義不容辭的站在學生前面，負起領導學生救亡的責

                                                 
21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言〉，《生活知識》1：7（民國年 25年 1月 5日），頁 338-339。 

22
 章乃器，〈我和救國會〉，章立凡選編，《章乃器文集》（下卷‧政論雜著編），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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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於是 1936 年 1 月 9 日，發起成立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  

他們發表宣言，表示支持學生及群眾的愛國運動，指出：「日本帝

國主義侵佔中國的野心，越來越明顯激進了，無論用槍砲威脅或藉外

交計誘，總以併吞中國為其最後的目的。⋯⋯抵抗則存，不抵抗則亡；

抵抗則萬眾一心，為政府之後盾；不抵抗則萬眾離心，日為漢奸敗類

所脅迫。」 23因此宣言呼籲：反對一切喪失主權、領土完整的秘密外

交；反對由於外力所策動的變相自治組織；要求出兵討伐冀東及東北

的偽組織；要求集中全國兵力反對侵略，確保領土完整；要求嚴辦鎮

壓救國運動的長官，保障民眾的救國運動；反對目前的文化統制，要

求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和即時取消檢查新聞；對

敵經濟絕交；「全國民眾自動的站起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共同奮鬥 24。 

(四) 電影界救國會 

之後 1936 年 1 月 27 日，上海電影界的從業人員在袁牧之、陳波

兒、歐陽予倩、蔡楚生等人的發起下，也成立上海電影界救國會，並

對外發表宣言。  

宣言首先強調國難的嚴重，推崇各地各界救亡運動的熱烈英勇，

慚愧在文化界負有重要使命的電影從業人員，卻至今尚無具體積極的

表示。接著抨擊客觀環境給予電影界的三重壓迫：「雖然我們過去也曾

經攝製過一些鼓吹民族獨立精神的影片，可是扼於苛刻的檢查制度，

甚至連九一八、一二八等字樣以及中國完整的地圖，都不能映之於銀

幕；即使檢查通過的影片，也沒有享受安全放映的保障，各地行政機

                                                 
23
 《生活教育》2：22（民國 25年 1月 16日），頁 35。 

24
 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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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任意摧殘，外力的無理干涉，即可以致作者的死命。」因此大會

呼籲電影界要嚴密地組織起來，用集團力量，負擔起救國運動中應盡

的任務：1.在抗日救亡方面：堅持領土的完整，否認一切有損主權領

土的條約與協定；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

殊組織；反對一切內戰，要求集中全國力量，並立即出兵討伐冀東、

冀北與東北偽組織，收復失地；開放民眾組織，保護愛國運動；爭取

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並攝製電影的絕對自由。2.在電影界自身方

面：全國聯合組織救國的統一陣線，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撤廢現行的

電影檢查制度；用自己組織的力量，檢查一切反大眾要求的影片的製

作，並制裁一切直接間接有害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外影片；動員整個電

影界的力量，攝製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 25。 

此外，上海復旦大學、大廈大學等一些大中學校，以及一些基層

組織，也先後成立了學生及各種的救國會。 

(五) 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 年 1 月 28 日，正值淞滬戰爭四週年，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婦女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一些大中學校學生救國會，以及上

海市民聯合會等等團體，發起在上海市商會舉行紀念大會，共有各界

民眾一千餘人參加。  

會議於是日上午 10 點舉行，大家公推馬相伯、沈鈞儒、何香凝、

章乃器、史良、王曉籟、吳耀宗、沈茲九等十九人為主席團。除發表

宣言外
26
，並在熱烈氣氛中通過下列提案：1.成立上海各界救國會，當

                                                 
25
 原文見《明星》（半月刊）4：2（民國 25年 2月 1日），今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

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120-121。 

26
 〈上海各界紀念「一‧二八」四週年大會宣言〉，《生活知識》1：9（民國 25年 2月 5

日），頁 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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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選舉理事三十人；2.擴大組織：包括籌備救國會的全國總會，以及

希望各社團工會分子都得加入救國會；3.援助被捕的愛國份子等等27
。 

會後幾千人在救國會的領袖領導之下從北四川路出發，到廟行鎮

一二八烈士公墓向烈士們致敬，禮畢後返回市區遊行。 

(六) 職業界救國會 

隨著整合性組織的出現，各方面救國會更是紛紛興起，並且隨即

加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 年 2 月 9 日，上海又成立了職業界救國會。其成員大多是銀

業、錢業及其他中外企業、商店的小職員、店員和學徒，也有少數高

級職員，包括自由職業者和少數工商業者。其中與沙千里有關係的螞

蟻社、李公樸有關的量才補習學校、鄒韜奮有關的中華職業教育社補

習學校等等單位的社員和學員參加者最多。主要的負責人是沙千里、

李廣甫、任頌高、顧留馨、楊經才、周肇基等。  

在成立宣言中職業界救國會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再進

攻，致工廠關門，商店歇業，銀行公司大批裁員，市面極度不景氣，

每個人的生活，早已直接、間接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因此為了個人，

為了整個的民族前途，人人都有參加救亡運動的權利和義務。職救會

呼籲全國的商店、工廠的老闆、伙計、學徒，以及經理、大小職員、

練習生，都來參加救亡運動，用血與肉奪回已失去的土地和同胞，以

達到民族的解放 28。 

當時國民政府對工人運動控制得很嚴，雖然暗地裡工人也成立了

                                                 
27
 〈堅持擴大中的上海各界民眾救亡運動偉大壯烈的一天〉，《救國時報》（民國 25年 3

月 27日）。 

28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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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國會，但是無法公開活動，因此不少工人運動其實是通過職救會來

進行活動的。所以職救會一成立會員就有六百餘人，以後並且陸續發

展至千餘人。 

(七) 國難教育社 

在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中還加入了一個重要的團體，那就是國難

教育社。它雖然沒有用救國會的名稱，但事實上卻是由上海文化界救

國會中獨立出來的組織。原來自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之後，成員陶行知

擬就了一份國難教育方案，並在 1936 年 1 月 6 日對外公佈29。後來陶

行知感覺到國家民族已經臨到最後的生死關頭，除了反抗敵人的侵

略，沒有法子可以獲得民族的解放；除了流血，不會獲得民族的自由。

又因為認識教育力量在挽救民族危亡當中的重要，並且認定文化界救

國會所提出的國難教育方案，在現階段上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最正

確的。因此經過多次的商討，決定聯合一切願意執行這個方案的人們，

組織一個國難教育社，負擔起推動並指導國難教育的工作 30。 

國難教育社的成立大會是 1936 年 2 月 23 日召開的，與會者四百

餘人，有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店員等。大會順利的通過了簡章、

宣言及工作大綱，並選出了執行委員。在宣言中，國難教育社不但歡

迎同意其主張的人們踴躍加入，並且要求和全國各地類似國難教育社

的組織和團體，取得密切的聯繫。至於具體的工作大綱一共有十六項：

確定國難教育方案及實施方法；組織分社及社員團；開辦大眾學校、

讀書會、時事研習會；開辦新文學補習班；開辦國難教育講習班；舉

辦軍事、防毒、救護、運用交通工具等常識、技術講習班；舉辦國難

                                                 
29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方案〉之內容見《生活知識》1：8，頁 392。 

30
 〈發起組織國難教育社緣起〉，《現代知識》1：3（民國 25年 4月），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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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旅行講演；組織巡迴電影開映團、巡迴講演團、巡迴歌唱團、

巡迴演劇團、弄堂流通圖書館、馬路流通圖書館、鄉村流通圖書館；

出版大眾社會小叢書、大眾自然小叢書、大眾劇本、大眾詩歌、大眾

小說、大眾唱本、大眾說書、大眾連環畫；出版大眾國難讀本、各級

學校國難補充教材；特約教育刊物發表本社言論；調查各地國難教育

之設施，及敵人文化侵略之實況；指導分社及社員團；介紹前進書報；

聯絡其他救國團體一致進行；募集國難教育實施經費等等 31。 

(八)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就在各種救國會組織相繼興起的同時，「一二八」四周年紀念會上

籌組全國性組織的的決議，也在幾個月的奔波聯繫之下，獲得其他省

市的救國團體很大的迴響。這年 1 月，平津學聯代表在山東濟南與齊

魯大學學生開會，議決發起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並籌備全國各界救

國聯合會。3 月間，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籌備會，把促

進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作為它的工作任務之一，隨後派人前往

華北、華中、華南各地聯絡，物色邀請出席全國學聯成立會和全國各

界救國聯合會的代表 32。 

終於 1936 年 5 月 31 日，來自北平、天津、保定、濟南、青島、

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廈門、香港、廣州、廣東、廣西、武漢等

十八個省市，六十幾個救國團體，五十餘位代表，在上海圓明園路中

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召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大會。

而在前兩天，也就是 5 月 29 日和 30 日，中國十七個城市和廣西全省

                                                 
31
 〈國難教育社工作大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

國會史料選輯》，頁 108。  

32
 李新總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中華民國史》第三編  第二卷，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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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救國聯合會的二十八位代表也齊集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學生救國

聯合會」。所以參加全救會的代表，許多也就是參加學生救聯會的代

表。 

究竟有哪些代表參加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大會，至今沒

有紀錄可查，目前所知道的乃是根據調查訪問得來，他們是沈鈞儒、

章乃器、王造時、史良、沙千里、吳耀宗、錢亦石、錢俊瑞、胡子嬰、

杜君慧、潘大逵、高士其、曹亮、王新元、黃敬、劉江陵、李嘉宇、

陸璀、董毓華、張申府、劉清揚、曹孟君、孫曉村、薛保鼎、汪德彰、

狄超白、王楓、何偉、段君毅、何明理、吳祖貽、李章達、何思敬、

吳涵真、石不爛、洪飆、方少逸、吳超炯、譚東青、唐守愚、徐範、

李仲融等33。在這中間證實有不少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全救會的成立會議一共進行了兩天：第一天從上午開始，在推選

沈鈞儒等九人為主席團成員之後，先向一切為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犧牲

的戰士致敬。然後主席沈鈞儒致開會詞說，目下中國的危機，已經不

是「國難嚴重」四個字所能形容，而是快到亡國境地了。所以全國不

願意作亡國奴的同胞，實在有大家團結起來的必要。全國各界救國聯

合會「一定要促進全國各黨各派各實力分子，停止內戰，一致聯合，

抗日救國。」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聯合起來，便無從促進各黨各

派合作的。」 

接著大會公推上海代表作時事報告。除了說明世界各國戰爭陣線

和和平陣線的對立，日本、義大利、德國為法西斯戰爭惡魔之外，更

尖銳地指出，中國無疑的應該站在和平陣營裡，但是，「中國的和平一

                                                 
33
 周天度，〈救國會史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救

國會》（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81年 10月第 1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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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用民族革命戰爭爭取的」。「無論為擔負世界的任務，或根據歷史

的教訓，中國非負擔起打倒戰爭的侵略惡魔－－日本帝國主義不可。」 

之後大會聽取各地各重要團體，包括平津民族解放先鋒隊、南京

救國協進會、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廈門抗日救國會、香港抗日救國

會、廣東教育界代表、廣西全省學聯會、武漢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工

人救國會、上海女工代表、上海農民代表、天津工人救國會代表等計

三十餘單位的報告。至夜間 8 時結束。 

隨而繼續討論大會的宣言，經過各代表詳細分節討論修改之後，

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之後因為已經是夜間 11 時許，乃宣告休會。  

第二天 6 月 1 日上午 8 時，全救會成立大會繼續進行。當時又趕

到了無錫代表、泰安代表、十九路軍代表等，使大會氣氛更形熱烈。

隨即按照議事日程規定，開始討論大會的〈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

各代表一致的意見以為，必須改善工、農、婦女的生活，使他們都有

參加抗日救國的可能，以增加抗日的力量。同時務必徹底保護工商業

及僑胞的利益，以培養民族的本元。而對於抗日的地主，亦主張加以

保護。換言之，大會認為「在抗日第一的原則下，各階層內部的問題，

無不可迎刃而解。」  

在大會一致通過政治綱領之後，前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的兩

位代表相繼報告。大意略謂，十九路軍根據過去淞滬抗戰的經驗，證

明三月亡國論實在是漢奸的理論。從淞滬抗戰中，也更知道民眾力量

的偉大。十九路軍到現在還繼續著抗日反漢奸的主義，絕不屈服於日

本帝國主義。代表說十九路軍敬向大會提議，大會應該立即號召全國

人民，要求停止內戰，全國對日作戰。  

之後繼續討論大會的工作綱領，對於過去各地救國工作的優點與

缺點，作了一個詳細檢討。當時各代表均有極忠實之自我批判，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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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共同瞭解更為增強，抗日情緒愈感高漲。 

再來由提案委員會將各地代表的提案逐一討論，計通過〈如何促

進民族抗日聯合戰線案〉、〈立即抗日作戰案〉、〈武裝民眾案〉、〈反對

“防共協定”案〉、〈反對日本華北增兵案〉、〈援助並組織義勇軍案〉、

以及工農商學兵職員等各界本身問題之提案，還有關於大會經濟、組

織、宣傳、訓練等工作進行之提案。 

接著進行臨時動議，有立即派代表促進各實力派案，反對外交部

長張群的外交演說，援助平津學生救國運動等案。 

最後是通過大會的〈章程〉，隨即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

鄒韜奮、吳耀宗等 40 餘人為執行委員。而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

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孫曉村、曹孟君、張申府、劉清揚、

何偉等 14 人並且當選為常務委員34
。 

總計經過兩個連續的日夜，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終於在 1936 年 6

月 1 日的晚上 11 時半，在熱烈的情緒中宣告閉會。一個號稱全國性的、

有政治綱領的抗日救國群眾團體，就以上海為大本營正式成立了35。

這對以後聯合全國各種抗日救國力量，推動救國運動的向前發展，具

有極大的意義。 

                                                 
34
 李新總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編  第二卷，

頁 524。 

35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記詳〉，見《救亡情報》第 6期（民國 25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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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抗日統一戰線的轉變 

 

救國會究竟與中國共產黨有沒有關係？一直是人們評價救國會正

面或負面的依據。至今是個爭議性問題。當年七君子被以「有共產黨

嫌疑」起訴，卻因「查無實據」而難加以任何罪名。自此成為懸案。

筆者根據資料提出己見：1.救國會確確實實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

屬「有共黨嫌疑者」無誤。2.救國會與共產黨的關係並非始自〈八一

宣言〉，在救國會成立前，以七君子為例，已有人欣羨社會主義與蘇聯，

並與共產黨員有私人交誼者，這是主動與自願。3.中共對救國會的關

係是一種統戰策略的運用。本節先簡述統一戰線的由來、理論依據以

及中共如何因應華北自治運動後的情勢改變，九一八之後統戰的錯誤

和缺失以「弱者求勝」，從而與非共知識份子結成「最佳盟友」。 

(一) 統一戰線的由來與理論依據 

「統一戰線」簡稱「統戰」，又名「聯合陣線」（United front）。它

的理論基礎源自於馬克斯（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的〈共產黨宣言〉，其後列寧（V. I. Lenin）加以發揮運用而成為一種

鬥爭的策略和手段。它「是個新名詞，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

以後才有的。」
36 

依照俄共的說法，統一戰線就是在沒有手槍可用，又必須消滅敵

人的情形下，就要製造一個擁抱敵人的機會，在擁抱中用雙手扼死敵

人37。列寧對此有過具體的說明：「要想戰勝比較強的敵人，只有盡最

                                                 
36
 郭恆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國 78年 1月初版），代序頁 5。 

37
 此是共產國際主席西諾耶夫（G. J. Sinowjew）的說法，參見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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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精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

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那怕是最小的『裂痕』，並且利用各國資產階級

之間以及本國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害衝突，另一方

面要利用一切機會，那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

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

「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懂得現代

的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沒有在實踐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相當

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證明他確實會運用這個真理，誰就沒有學會

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 38 

所以，統一戰線不是一般的「合作」、「團結」、「聯合」、「合縱」

等，而是依附於馬列共產主義辯證法中的「矛盾律」39、「質量律」40、

「否定律」 41之上的一個「弱者求勝」的策略，其方法是製造並利用

                                                 
38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 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 8月），頁 52。 

39
 所謂「矛盾律」在唯物辯證法中即是「對立統一規律」：也就是認為一切事務都是一個

對立統一體，是存在其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了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

事物的發展。這是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基礎。也就是統戰既不需要絕對的相同或一致，

更不是永久絕對的聯繫，它只是暫時的互相依存，並等待矛盾的轉變以互相鬥爭。 

40
 所謂「質量律」即是「質量互變規律」：也就是事物由於內在的「質」「量」對立物的

互相滲透，會發生由量變到質變，以及由質變到量變的兩種轉化的最基本型態。要求

質變，必先進行量變；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時，才能爆發質變。如果不經過量變而要

立刻進行質變，列寧稱此「過火」行徑是「左傾幼稚病」。所以統一戰線的執行，必須

「既聯合，又鬥爭」。如果只記得聯合的量，而忘記了鬥爭的質，以量代質，變成「一

切聯合，否定鬥爭」，那就是犯了「右傾」的錯誤，這就模糊了共產黨的面目，徒然增

加了敵人的力量。相反的，如果忽略了量的聯合，而一味從事質的鬥爭，變成了「一

切鬥爭，否認聯合」，那就犯了「左傾」的錯誤，將會導致統一戰線的破裂 

41
 所謂「否定律」即是「肯定否定規律」：如果說矛盾律是事物變化的根源，則否定律在

唯物辯證法中就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因為由量變到質變就是由肯定到否定。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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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與敵人結盟以求發展壯大，最終的目的則在消滅敵人。 

(二) 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保蘇反帝」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故九一八事變之後，其對日

本侵華的回應必須以國際的命令為依歸 42。這時蘇聯國內史達林

（Joseph Stalin）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鬥爭，已由史達林獲

得勝利，「建設一國社會主義」遂成為蘇聯的國策，同時史達林也正戮

力執行第一次五年計畫。所以日本出兵東北，確實對蘇聯形成嚴重的

威脅。故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莫斯科當局便一直採取與日本妥協的

策略，同時呼籲各國的共產黨一起來保衛蘇聯。  

於是中共中央於 1932 年 9 月 22 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旨意做成決

議：「滿洲事變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開始，是反蘇戰

爭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將使得國民黨

的各反革命派別企圖在革命及蘇維埃爭鬥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更加

殘酷的進攻蘇區和紅軍。」43 

之後中共中央不斷的發出各種決議、指示、宣言、時局主張等。

其基本內容皆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根本，即第一、反對帝國主義進攻

蘇聯，武裝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第二、打倒為帝國主義作看門

狗清道夫的國民黨、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第三、武裝保

                                                                                                                                            
否定不是簡單的、絕對的消滅，而是站在舊質積極面的基礎上向新質發展，否定中含

有肯定。所以從肯定到否定，以及從否定到否定的否定，是一種連續性與螺旋性的曲

折前進過程，而不是直線的也不是反覆或循環的。依此規律，統一戰線將連續不斷的

進行，直到所有的敵人完全消滅為止。 

42
 共產國際有過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

際的黨都必須執行。」見列寧，〈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列寧選集》第四卷，頁 312。 

43 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上）（北京：檔

案出版社出版， 1984 年 9 月第 1 版），頁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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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民眾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故中

共呼籲：「罷工、罷課、罷操、罷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帝

國主義、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武裝擁護蘇聯！」 

接著一二八事變爆發，而之前中共已在 1930 年 11 月 7 日，於江

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同時擴大紅軍組織，發動

攻勢。當國軍第十九路軍率先堅強抵擋日軍的入侵，第五軍奉派馳援，

使外國軍事觀察家頓然改變對國軍刻板的印象的同時，中共的抗日仍

然蘊含在「保蘇反帝反國民黨」的口號之下：「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

民黨，武裝保護蘇聯！」同時因為中華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所以又

加上「保衛蘇維埃！」2 月 2 日，中共中央通過「鬥爭綱領」：「煽動

罷工、罷課、罷操、罷崗，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

主義武裝海陸空軍出境，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條件收回一切

帝國主義的銀行，工廠，礦山，交通工具與商業機構！否認一切外債

與賠款！打倒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國民黨！」  

緊接著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致函「上海反帝大同盟」，說道：「必

須使中國廣大工農兵勞苦民眾徹底認識，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

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唯一領袖。只有中國工農紅軍蘇維埃政權，是徹底

把中國民族與千百萬群眾從帝國主義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唯一武器。只

有根本消滅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制度，人類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和幸

福。同時對於目前像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新生命派、托陳

取消派等，一切反動或妥協的派別，必須對他們實行更銳利的鬥爭，

以根本斬殺他們在群眾中的影響，而開展革命的反日、反帝、反國民

黨的陣線。」 

於是以「下層統一戰線」的形式，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中央次日致

函各團部，指示組織反日群眾大會，組織青年義勇軍來武裝青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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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和學生，並要奪取十九路軍的領導權：「我們的策略不是抵制這一戰

爭，而是參加這一戰爭，奪取這一戰爭的領導，因此必須加倍的進行

士兵中的工作，⋯⋯在今天團與十九路軍還沒有任何關係，團必須用

一切方法去打入十九路軍。」  

接著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重點

有三：（1）關於軍事方面，十九路軍士兵不顧長官命令，追擊日軍，

消滅日軍根據地，堅決反對「退卻」、「停戰」，把上海交給任何帝國主

義；（2）關於政權方面，人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壓迫，組織民眾的義

勇軍與游擊隊，組織兵士委員會，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並召集工農

兵以及一切勞苦民眾的代表會議，把政權交給民眾自己的政府；（3）

關於實際行動方面，主張沒收一切日帝及其走狗與投機資本家的財

產，作為民族革命戰爭的用途，宣布八小時工作制與社會保險，改良

失業工人的生活，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農。  

面對於中共中央這種奉令唯謹的國際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作法，若

干中共地方黨員顯然無法認同。上海部分的地方幹部就對此表示消

極。他們認為：「在十九路軍作革命戰爭時，各區不應發動鬥爭，否則

將成為搗亂後方。」另外，在閩北活動的中共游擊部隊也有同樣的疑

惑，如當時擔任閩東特委、獨立師師長的葉飛晚年回憶：「我們偏偏要

採取共產國際的立場，提出反帝擁蘇運動，脫離了群眾，⋯⋯不但不

能形成群眾運動，甚至使我們不能在群眾中活動。」「倒是群眾自己提

出的抗日救亡的口號，能為各階層廣大群眾所接受、擁護，引此也就

能形成有聲有色的群眾運動。」44  

                                                 
44
 見葉飛，《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頁 26。到今日，大陸學者也承認

「在日軍大舉進犯上海，國民黨軍隊官兵奮勇抵抗之際，號召群眾四處奪取武器向國

民黨及其軍官發起襲擊，這無論如何是讓人難於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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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淞滬協定簽訂之後，國民政府發動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雖然

江西方面的剿共戰事並不順利，但卻迫使豫鄂皖蘇區的紅軍殘部西退

進入四川。之後因為日本入侵熱河，中央遣軍北上，第四次圍剿暫時

停頓。等到塘沽協定簽訂以後，國民政府又再發動第五次圍剿。而就

在這第四與第五次圍剿期間，中國共產黨已因挫敗而開始因應情勢，

從「保蘇反帝」的政策，逐漸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階段「抗

日反蔣」探索。但毫無疑問，其過程是充滿矛盾與混亂的。  

1933 年冬，中國共產黨與十九路軍陳銘樞的代表秘密簽訂了「反

蔣抗日協定」，這是國民黨內的反蔣軍系主動要求共黨合作。然而中共

在上述的矛盾衝突當中，不但沒有支援閩變，反而撤退贛東北的紅軍，

使國軍得以直入閩省西北。顯然，此時中共仍然在「保蘇反帝」的階

級鬥爭影響下，將十九路軍視為是「最危險的敵人」，並且意圖「作山

觀虎鬥」，好坐收漁人之利。此後到了 1934 年 1 月 18 日，中共六屆五

中全會通過〈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仍然可以看到共黨一方面

批評「十九路軍所謂的人民革命政府，只是政客們欺騙民眾的把戲，

所以遭受殘酷的破產。」而同時又提到「擴大散佈紅軍對全國部隊訂

立反日作戰協定」的號召。 

(三) 〈八一宣言〉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根據上述可知，儘管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立即對日本的侵略做出

強烈的回應，但是國際主義的目的，與階級意識的立場，顯然超過了

民族情感，因此無法得到國人的認同與響應。終於最後中共自己也在

政府的五次圍剿之下落荒而逃。證明九一八事變後中共的抗日統一戰

線是失敗的。 

與此同時，國際局勢的發展，也對蘇聯極為不利。德國希特勒

（Adolf Hitler）政權的崛起，使共產國際最大的一個支部德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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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致命的打擊。1933 年 10 月，德國繼日本之後宣布退出國際聯盟。

1934 年夏天以後，德、義、日三國更公開合作，倡言反共。1935 年 3

月，希特勒又單方面宣布廢除凡爾賽和約中關於解除德國武裝的條

款，恢復徵兵制。這種種威脅讓蘇聯十分警惕。為了保衛國家的安全

和社會主義的建設，1934 年 9 月 18 日，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並且

決定為了因應新的國際反共情勢必須要有新的策略路線。於是蘇聯積

極籌備召開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  

在長期的準備之後，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於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舉行。中國共產黨有王明（本名陳紹禹）、

康生、孔原、吳玉章（化名王榮）、高自立（化名周和生）、饒漱石（化

名梁樸）、歐陽生（化名沈之生）、滕代遠（化名李光）、張浩（本名林

育英）、趙毅、宋一平等 20 多人出席45。會議的中心任務是制訂共產

國際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策略方針，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

斯統一戰線，動員廣大的群眾參加反法西斯鬥爭。 

8 月 2 日，共產國際的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 M. Dimitrov）向大

會作了〈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

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的報告，這也是大會的中心議題。報告中

季米特洛夫指責掌握政權的法西斯主義，是最反動、最主張民族侵略

主義、最抱帝國主義野心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是國

際反革命勢力的急先鋒，是挑撥帝國主義戰爭的禍首，是發動各帝國

主義者向全世界勞動者偉大祖國蘇聯進攻的罪魁
46
。他說法西斯主義

的上台執政，並不是一般的表示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府代替另一個資

                                                 
45
 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頁 193。 

46
 前引書，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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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的政府，而是以資產階級公開的恐怖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的

民主制度。法西斯的國內政策，是對廣大的勞動人民實行恐怖統治；

法西斯的對外政策，是實行極端殘暴的侵略擴張
47
。 

因此，季米特洛夫提出「人民陣線」，以此做為第三國際轄下的各

國共產黨反法西斯新策略路線的總指導。內容要點一共有三：1.放棄

過去長期以來強調階級鬥爭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並改變

對中間階層的社會民主黨的錯誤看法和作法。2.在工業發達的國家

裡，要在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

線」，也就是要同勞動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結成戰鬥聯盟，來推翻

國內的法西斯政權。3.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裡，共產黨和工人

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要為驅逐帝

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鬥爭
48
。 

於是根據上述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中共駐共產國際的

首席代表，也是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主管殖民地半殖

民地國家共黨工作的王明，在大會中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產黨與

中共作了〈論反帝統一戰線〉的報告。之後 8 月 1 日，王明更以中共

中央及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名義，在莫斯科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

胞書〉（即〈八一宣言〉），正式為中共在新條件與新環境下提出因應之

道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宣言訴諸單純的民族情感，並向一切政黨、派別、軍隊、群眾團

                                                 
47
 前引書，頁 196。 

48
 季米特洛夫，〈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發西斯鬥

爭中的任務〉，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

的文獻資料》（1929-1936）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6月第 1版），

頁 38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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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們，呼籲共同救國：國家民族已處於千鈞

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

神聖的天職！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

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

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

覺悟，停止內戰，抗日救亡。而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

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紅軍不僅立刻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

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49。 

宣言還進一步提出要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以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政、軍領導機關。要在國防政府的領導之下，

召集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

以及國外僑胞和境內各民族參加的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具

體討論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而國防政府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抗日

救國收復失地；救災治水，安定民生；沒收日寇在華一切財產，充作

對日戰費；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

戰士享用；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加薪加餉，

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免費

教育，安置失業青年；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

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

民眾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做同盟，

與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

                                                 
49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8.1），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第二

此國共合作的形成》，頁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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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50。  

宣言譴責了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說蔣是「人面獸心的敗類」、

是「漢奸賣國賊」，正是由於日寇和蔣賊的內外夾攻，所以中共和各種

抗日反蔣勢力之間存有各種隔閡和誤會，以致未能團結。但在表述時，

是採取將國民黨與蔣介石區別的態度，要國民黨的軍隊和國民黨藍衣

社中的熱血青年，以及各黨各派軍隊，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

一起起來抗日救亡
51
。 

換言之，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確

立了一個新的方針－－「抗日反蔣」。並宣布以民族精神與一切黨派、

團體、階層、階級，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但是共產國際七大期

間，中共正「長征」流竄於四川毛兒蓋地區，雙方的電訊早已斷絕多

時 52，因此共產國際為了傳達新的政策指示，在七大結束後，指派張

浩回國和中共中央聯繫。1935 年 12 月 20 日至 25 日，中共在陝北保

安縣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

恩來、劉少奇、王稼祥、秦邦憲、鄧發、李維漢、張浩等。會議於 25

日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面臨著「亡國滅種

的大禍」。空前的民族危機，「把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充漢奸賣國

賊的中國人，迫得走上一條唯一的道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賣國賊戰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工人農民積

極參加革命鬥爭；「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與知識份子，現在又轉入了

                                                 
50
 同前註。 

51
 同前註。 

52
 自 1934年 6月起，因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嚴重的破壞，以致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

繫渠道中斷。見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頁 185。  



第三章   救國會的紛立及與共產黨的關係 

 75 

革命」；「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許多的鄉村富農與小地主，趁至一部

份軍閥，對於目前開始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有採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

可能。」總之，「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 

決議重申八一宣言提出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這種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在

反日反買國賊共同目標之下的各階級聯盟。」 

瓦窯堡會議後，12 月 27 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份子會議上作了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的精

神，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毛指出：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就給

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他列舉九一

八事變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態度變化的大量事實，批駁

了那種看不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及其變化，拒絕同他們結成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的錯誤觀點；並突出為了集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

狗，「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鬥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

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

戰線」。 

毛澤東批判了革命隊伍中，左傾關門主義的幼稚病。他說革命的

道路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

的革命軍，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的需要。」  

總而言之，由於國際與國內情勢的變化，本身實力的消長，和共

產國際的訓令等等，使中國共產黨因為認知的不同，從而採取的抗日

統一戰線也有不同。因為〈八一宣言〉之後的改變，使中共有了新的

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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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蘇反帝統一戰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對 日 本 侵 華 的 認

知 

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序幕 是日本要併吞全中國 

對 國 際 局 勢 的 分

析 

是帝國主義「反革命」營壘對

抗「革命」營壘 

帝國主義之間尚有不同

的陣營 

對國民黨的評論 投降帝國主義 
出賣民族利益 

中國的賣國賊 

日本的看門狗 

投降帝國主義 
出賣民族利益 

中國的賣國賊 

日本的看門狗 

對 國 內 階 級 的 看

法 

是「革命」階級與「反革命」

階級兩大戰線的對立 

「革命」戰線擴大，「反

革命」戰線縮小 

呼 籲 要 打 倒 的 敵
人 

1.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 
2.國民黨及一切非無產階級的

黨派、團體、軍隊、階級、群

眾 

起初是打倒日本帝國主
義與蔣介石，後來矛頭只

有日本帝國主義 

統戰的口號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武裝保衛蘇聯 

抗日救國 

 

統戰的形式 下層統一戰線為主 上、下兼俱的最廣泛的統

一戰線 

統戰的對象 工、農、兵士、學生，和貧苦

群眾 

所有抗日愛國的個人、派

別、政黨、階級、團體、

軍隊、民族、國家等 

統戰的策略 

 

 

 

1.加緊工人鬥爭，爭取在一省

或數省中心城市的勝利 

2.進行農民的土地革命鬥爭 

3.組織與武裝廣大的勞苦群眾 

要使所有的人民都參加

到反日的戰線上 

 

統戰的領導機關 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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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上海地下黨的潛伏 

 

根據前述，救國會的主要發起人中，已經有與共黨或共黨外圍人

士來往共事者。但以「黨」來講，此刻中共中央正在流竄「長征」，與

上海的音訊完全斷絕。留在上海領導的臨時中央機構因為環境險惡而

被迫取消；而黨的地方最高領導機關，也因屢遭國民黨破壞而不復存。

倖存下來的各系統的黨員，在沒有領導，無法得知工作路線、方針和

方法的情況下，此刻只得各自摸索，以求生存。為順應華北自治運動

所掀起的一波高於一波的救國浪潮化，以及各自獲悉的有關共產國際

與黨中央的統戰新政策，上海地下黨選擇以救國會為他們的「掩護」

與「組織」形式。本節論述上海地下黨「摸索」中的統一戰線。  

自從中國共產黨建黨到 1932 年底 1933 年初以前，中共中央一直

以上海為大本營，只有 1927 年約半年的時間是在武漢。之後因為連續

遭到國民黨破獲，黨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於是陸續由上海轉移到江

西瑞金去。但對於此國際都會的上海市，共黨仍然先後設立有「上海

中央局」（又稱白區中央局），與「上海臨時中央局」（有五人團與三人

團之別），來領導白區的地下黨工作 53，並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絡。然而

1934-1935 年裡，隱匿於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又先後遭到多次大破壞，

上海的組織情況陷入極大的危機當中。到 1935 年 8 月 26 日，當時上

海臨時中央局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的來信，指示「上

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於是連臨時中央局也宣告結束，主要

幹部大多轉移到外地去。  

這個階段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倖存下來的部分組織和力量，大致還

                                                 
53
 「白區」指的是國民黨統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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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委）的系統，

其領導下的「八大聯」中的黨員，大都保存下來，數目約在一百人左

右。 

所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
54
，

為了加強對於文化工作的領導，在 1929 年 10 月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之

下成立的負責文化工作的組織。它的任務是要把共產黨的宣傳深入到

群眾中去；要參加或幫助建立各種公開的書店、學校、通訊社、社會

科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劇團、演說會，以及編譯新書刊物等
55
。 

於是從 1930 年起，在文委的策動之下，上海先後成立了許多左翼

文化團體，主要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 56、「中國左翼

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57、「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

58、「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簡稱記聯） 59、「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

                                                 
54
 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 1928年 6月在莫斯科召開。 

55
 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以後的第一任書記是潘漢年，其他委員有吳黎平、杜國庠、

李一氓、彭康、朱鏡我、楊賢江、王學文、彭芮生、馮乃超、孟超等人。1930年潘漢

年工作變動，朱鏡我接第二任書記。 

56
 左聯是當時左翼文化團體中最早成立的一個，1930年 3月 2日成立於上海中華藝術大

學，是當時左翼文化陣線的核心。先後擔任左聯中共黨團書記的有潘漢年（兼任）、馮

乃超、陽翰笙、馮雪峰、耶林（張眺）、丁玲、周揚。 

57
 1930年 5月 20日成立，主要發起人有吳黎平、朱鏡我、彭康、李一氓、楊賢江、杜國

庠、王學文、鄧初民等。主要任務是擴大馬克斯主義的宣傳；有系統的領導中國新興

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以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與國際政治、經濟。先後擔任社

聯中共黨團書記的有朱鏡我、王學文、張慶孚、沈志遠、鄭彰群、杜國庠、史存直、

許滌新、馬純古、陳處泰、胡喬木。 

58
 1931年 1月成立，先後任中共黨團書記的有楊純人、劉保羅、趙銘彝、于伶。 

59
 1932年 3月 20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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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簡稱教聯）60、「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簡稱美聯）61、「中國

左翼世界語聯盟」（簡稱語聯） 62，以及「中國左翼電影小組63、音樂

小組 64」等，因為主要有八個組織，故一般泛稱「八大聯」。而在八大

聯之上，文委還增設一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作用

是直接領導這一支左翼文化大軍65。 

當中共中央遷往江西瑞金的時候，它把文委留在上海繼續文化鬥

爭的工作。結果 1935 年 2 月 19 日，地下黨遭到國民黨一次大鎮壓，

文委的書記陽翰笙、文委的成員兼社聯黨團書記杜國庠、負責劇聯工

作的田漢、文總和社聯黨團的成員許滌新等，都被逮捕。五位文委的

領導成員當中，只有周揚（周起應）和夏衍（沈端先）倖免於難。工

作遭遇困境。 

到了該年夏天，周揚把文委下屬各個倖存組織的負責人找到一起

開會，決定要重新建立新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周揚當選為文委書記，

成員包括章漢夫、錢亦石、夏衍、吳敏等人66。這就是過渡期間的「臨

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 

                                                 
60
 1932年 4月成立，先後任書記的有劉季平、張敬人。 

61
 1930年 7月成立。 

62
 1931年 11月 3日成立，胡愈之為書記。 

63
 1933年 3月成立，成員由夏衍、阿英、司徒慧敏、王塵無和凌鶴五人組成，夏衍任組

長，是中共滲入入電影界開闢陣地之始。 

64
 因為上海音樂界當時共黨人員少，所以不成立聯盟，而是在劇聯內成立音樂小組。 1933

年 8月成立，成員有蕭聲（蕭之亮）、聶耳、張曙、任光、呂驥、安娥、王芝泉（王為

一）等。 

65
 1930 年 9月成立。 

66
 王翰，〈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

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373。又臨委成員 1936年再增加鄧潔、

錢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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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南京方面已與蘇聯在 1932 年 12 月恢復了中斷六、七年的

外交關係，蘇聯大使館在上海南京路開辦有一家小書店，可以銷售有

關蘇聯等情況的書報，但限制在外文的範圍。於是通過這家書店，文

委的成員買到了英文版的《國際新聞通訊》和《莫斯科日報》，看到了

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全部文件。又從《救國報》上看到〈八一宣言〉

67，瞭解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新路線，這使得新文委受到很大的

啟發。同時文委成員於是翻譯和油印了有關文件作為工作的指導，並

開始探索新路線的轉變68。 

9 月以後，文委根據新瞭解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討論

是否要解散左翼文化總同盟和各個聯，以迎接新的抗日鬥爭情勢。但

一時難有共識。  

10 月上旬，文委領導下的文總也重組，胡喬木當選為文總書記，

鄧潔是組織委員，錢俊瑞是宣傳委員69。25 日文委的常務委員會發表

〈關於新綱領發表的緊急通告〉，決定改變之前的路線，指出：「左翼

文化運動必須綜合廣大群眾的積極要求，不問政治的立場與派別，⋯⋯

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恰巧在 11 月上旬，左翼作家聯盟收到左聯

代表蕭三從莫斯科寄來的信 70，信中肯定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成就，

                                                 
67
 《救國報》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出版的華文報紙，1935年 5月創刊，11月

被法國政府封閉。之後改名《救國時報》，於 12月 9日復刊，1938年 2月 10日終刊。 

68
 王翰，〈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

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373。 

69
 錢俊瑞，〈救國會內的黨組織情況〉，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

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387。 

70
 蕭三為左聯成員，1930年 11 月代表左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第二次國際革命作家大

會」，從此左聯成為國際革命作家大會的支部，蕭三為常駐代表。信是蕭三根據中共駐

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見寫的，8月 11日由莫斯科寄出，寄給魯迅，再由魯迅經茅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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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明確指出其中存有「左」的關門主義的錯誤，提議取消左聯等團

體，另外再組織一個包容範圍更廣泛的文化界救亡團體，以爭取共黨

的公開活動。這正式推動了文委工作轉變的完成。1935 年 12 月以後，

文委領導下的左翼文化團體一一解散，文總也於 1936 年初解散。而這

些解散的成員，大部分都轉移潛伏到各個救國會中去工作了 71。 

第二個方面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工作委員會的系統，倖存人

員的數目約有五六十人。聽說團省委被破壞和中央失掉聯繫，留下的

團員於是自己成立團省委。他們聯繫的一部份團員，分散在紗廠、煙

廠、郵電及女青年會辦的夜校當中
72
。 

1936 年 1 月，新的共青團江蘇省委從《救國時報》上瞭解到團中

央關於把共青團變為「大眾性」抗日救國青年團的主張之後，決定 1.

堅持獨立活動暫不擴大團員人數；2.團員以普通民眾的身份參加救國

會的抗日救國運動。  

第三個方面是全國總工會（即工會聯合會、赤色工會）的系統，

當時保存下來的黨員約有一百人，主要力量在紗廠和煙廠，另外機械

廠、印刷廠、絲廠等也有零星的力量。1936 年 2 月 16 日，全國總工

會白區執行局決定，成立日商紗廠工作委員會（簡稱紗委），組織和發

動全市性的日商紗廠工人罷工 73。這些工人也有許多加入了救國會。 

第四個方面是「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簡稱武自會）的系統

                                                                                                                                            
交給周揚和夏衍。 

71
 同註 21。 

72
 王堯山，〈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地下黨組織的整理工作〉，中共上海市

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379。 

73
 同前註，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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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黨員約有二三十人。它名義上是統一戰線的組織，但實際上是共

產黨員在工作。1935 年 11 月，武自會的共黨組織進行調整。為了防

範國民政府的鎮壓，該組織決定停止一切活動，只保持二十到三十名

最可靠幹部之間的單線聯繫，其餘一切停止活動。於是屬於這個系統

的大多數黨員也都參加了救國會
75
。 

最後第五個方面是特科情報系統，留下的一些黨員潛入救國會工

作。 

總之，由於國民政府的積極鎮壓，倖存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

在失去中共黨中央的領導，各組織也互相中斷聯繫的情況下，只能各

自以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為依據，在組織與活動兩方面進行了重新的

探索，並試圖通過救國會這個灰色的組織來集合黨員、開展工作。 

然而就在各界救國會紛紛成立，廣泛的民眾運動相繼開展之後，

文委發現它已經很難適應新的局面。因為文委原先工作的對象主要是

文化界和教育界的進步知識份子，但救國會的成員則包括工人、店員、

職員、婦女、工商業者、學生等等，是按社會職業劃分的具有不同階

級成分的民眾組織。這樣文委再領導整個群眾運動就不太適宜了。於

是文委決定成立一個新的組織以為因應。 

1936 年 2 月，「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江蘇省臨委）

正式在文委的主導下成立。因為是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建立

的，所以稱「臨時」以指明特殊性 76。此江蘇省臨委的成員有：書記

                                                 
74
 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會，1934年 8月 1日在上海成立，領導人為宋慶齡、李定南、

林里夫、李國章、章乃器等。 

75
 同前註。 

76
 王翰，〈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

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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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潔（鄧和高），委員胡喬木、王翰、丁華、王新元共五人。後來又加

入錢俊瑞等。 

從此，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在此一

過渡階段的最高地方領導機構，下面不再設區工作委員會（區委），黨

員進入救國會活動，江蘇省臨委是按救國會的系統來管理黨員77。 

而根據能掌握的資料，當年潛伏在上海救國會的中共地下黨員至

少包括：周揚、胡喬木、鄧潔、錢亦石、錢俊瑞、柳湜、曹亮、周新

民、徐雪寒、顧准、張執一、王新元、王紀華、杜君慧、林立、羅淑

章、鄧潔（女）、羅瓊、姜平、林楓、雍文濤、陸志仁、劉峰、丁華、

張勁夫、王洞若、張敬仁、鄭伯克、袁超俊、陳之一、李玲香（李淑

英）、盧英（盧愛玲）、鄭通騭、裔壽敏（伊揚）、胡實聲、彭瑞復、康

乃爾、劉烈人、杜星垣、許錫瓚、畢柏、韓瑞芳、任士舜、馬寅、胡

文新（方銘）、賈唯英、李秀若（李林）、陳芝祥（陳明）、沈世雄、戴

德彰、楊慧琳、孫永德（夏印）等。這一批地下黨員的身份是秘密的

始終沒有揭露身份。像章乃器日後回憶就說：「那時黨在上海的地下組

織進遭破壞，當然更沒有用黨組織的名義來同我們接觸的。」78 

                                                 
77
 同前註。 

78
 章乃器，〈我和救國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救

國會》，頁 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