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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救國會的宗旨與組織 

 

第一節  全救會的宗旨與主張 

 

由於認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在滅亡全中國，中國唯一救亡

圖存的出路，只有全國立刻團結一致，全力抗日。因此當全國各

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之際，即揭櫫救國會的宗旨是要「團結全國救

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 1全救

會向南京國民政府和國內各黨派提出批評與諍言；表達它對國際

列強的籲請；號召擴大和增強人民救國陣線的力量；同時具體提

出救國會的抗日救國方案，以作為整合國內抗日勢力的談判基礎。 

首先，全救會批評南京中央當局的先安內再攘外政策，說中

央一方面主張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另一方面卻又置外侮不顧，

要先以內戰的手段排除異己，這不僅是理論上自陷矛盾，在事實

上也已經成為不可能。  

又指責國民政府於 1936 年 5 月 6 日頒佈的〈憲法草案〉與〈國

民大會組織法〉，認為不但沒有絲毫要在訓政屆滿之後放棄一黨專

政的表示，反而是想進一步在立法上鞏固一黨專政，加緊對異己

勢力的壓迫。這樣的見解和手段，不但與精誠二字背道而馳，結

果是徒然招致人民的反感。  

全救會說，目下國內的各黨各派，事實上誰都不可能在短時

                                        
1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見《救亡情報》第 6期（民國 25年 6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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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很輕易的消滅誰。國內各實力派的鬥爭，只是徒然方便了敵

人的侵略罷了。它說政治領導權的誰屬，在平時要看誰能適應人

民的要求，在目下要看誰能切實領導抗日戰爭。南京中央既然在

經濟力量和武裝力量上面，佔著高度的優勢，同時在政治上，也

負著最重大的責任，自然也應該接受人民最嚴厲的批評和最迫切

的希望。  

因此，全救會希望中央能夠糾正過去的錯誤，趕緊切實的領

導抗日戰爭，這樣才可能很自然的取得領導地位。  

其次，全救會對國內的各黨各派提出建言，說過去相互間曾

經發生政治爭奪的各黨各派，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是必然的。但

因為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的緣故，內爭便依然要繼續，而一致對

外便依然不可能。這種僵局的存在，要使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民

感到憂慮與苦悶，要使民族永遠陷在自相殘殺的深坑裡面，以致

於消滅！  

因此全救會建議各黨各派：立刻停止軍事衝突；立刻釋放政

治犯；立刻派遣正式的代表，救國會的人民救國陣線願意居中介

紹，進行談判，以制訂共同的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

權。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保證各黨各派對於共同抗敵綱領

的忠實履行；願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黨派違背共同抗敵綱領，以

及種種一切足以削弱抗敵力量的行動。  

全救會向世界各國發出呼籲，希望世界各國不要再相信日本

的花言巧語，而企圖以中國為犧牲，在遠東發動反蘇聯戰爭；也

不要再鼓勵中國的內戰，企圖坐收漁人之利。因為事實證明，這

種種錯誤的政策，徒然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消滅各國在遠東的利

益，且同時喪失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因為只有中國內部一致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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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才能奠定東亞的和平，才能保障各國在華的利益。  

之後，在自己的人民救國陣線方面，全救會認為，因為救國

陣線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全國各黨各派一致抗敵的聯合戰

線，為了完成這重大的任務，救國陣線本身力量的擴大和鞏固，

是極端必需的。所以全救會籲請全中國的人民，在抗日的前提之

下，大家相親相愛的推誠合作，然後建立偉大的人民救國陣線，

然後可以用這個偉大的勢力促成各黨各派的合作，保證各黨各派

的合作，和制裁任何黨派不忠實履行共同抗敵綱領。  

全救會並且鄭重聲明：人民救國陣線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

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取領導權，不替任何黨

派爭取正統，只是要促成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人民救國陣線要

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獨立性，而決不願幫助任何黨派去攻擊

任何黨派。這是一個政策之爭，而不是政權之爭。  

接著，全救會提出具體的〈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
2
，一方

面是為了整合救國會的意見，另一方面則作為日後各黨派談判合

作的基礎
3
。內容一共有十四項，主要重點包括：  

基本認識：要瞭解反日第一、反日戰爭無可避免已是共識。

大家要有毀家紓難，捨身為國的決心。大家都要站在同一戰線上，

對付共同的敵人。至於國際關係方面，歐美列強雖然在本質上是

                                        
2
 〈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的內容見《救亡情報》第 6期（民國 25年 6月 14

日）。 

3
 之所以稱「初步」政治綱領，是因為全救會認為，中國反日聯合戰線的完成，

有待各實力派的正式參加。目下的人民救國陣線不過是一個基礎；全救會目下

還只能要求各實力派在大體上接受這個綱領，以作為派遣代表正式談判的基

礎。至於一個正式的政治綱領，是必須在正式談判以後才能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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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但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勢下，中國的外交如能善為運用，

它們是有可能給中國以相當的援助，或者至少可以維持一個中

立。而蘇聯，則是中國在反日戰爭中，最必需、最可靠的聯盟者。

它與中國在反日的立場上，完全同其利害。故中國應該重振

1925-1927 的革命精神，則中蘇間的友善是沒有問題的，中蘇間

的同盟是十分牢固的。  

共同敵人：只有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而既然國內的敵人只

有漢奸，所以除了漢奸以外，在橫的方面，要各黨各派的合作；

在縱的方面，要社會各階層分子的合作。  

政治制度：認為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各黨各派合作的基本條

件。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是聯合戰線不能讓步的要

求。反對以指導民眾組織的名義消滅民眾組織，以統治輿論的名

義消滅輿論。反對國民黨當局頒佈的〈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

組織法〉，認為這是聯合戰線的障礙物，是多餘的。目前中國很迫

切需要一個各黨各派合作的抗日會議；同時很迫切需要一個以普

遍選舉方式產生的國民救亡會議，很迅速的建立起來一個統一的

救國政權。  

外交：認為中國的外交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階段，目前事實

上必須有一個新的開展，要認清敵友。故在政策上，主張聯絡歐

美，聯合蘇聯和弱小民族。  

其他在教育方面，主張應該以戰時國民總動員為中心，推行

國難教育。而範圍，並不專限於學生，是要普及工農兵學商。必

須能夠多方面的適應每一個人的社會本質和職業任務。另外，還

有對工商業、士兵、勞工、農民、婦女、兒童、國內民族、僑胞

等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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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宣言和綱領，立刻被各地各救國

團體所奉行。  

而我們歸納全救會的主張發現：  

第一、從抗日的角度來看：全救會的主張是「抗日第一」、「國

內各黨派各階層的人民團結禦侮」、「在國際上要聯合歐美與蘇聯

作奧援」。這的確很難讓人批評其非。  

第二、從國民政府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全救會雖然在表面

上仍然稱呼南京為中央，但其實是強烈的「反」政府－－反對政

府的先安內再攘外，認為以內戰來安內，只是政府排除異己的藉

口和手段。反對訓政的一黨專政，因為不民主。否定國民政府頒

佈的憲法草案與國民大會組織法，因為那只是藉立法來鞏固一黨

專政。更重要的是全救會不以南京為尊，否定南京中央的領導權，

故有「政治領導權之誰屬」，「在平時要看誰能適應人民的要求，

在目下要看誰能切實領導抗日戰爭」這樣的話。全救會還認為當

下中國迫切需要的是一個透過「普遍選舉方式產生的國民救亡會

議」所建立起來的「統一的救國政權」。這明顯向國民政府挑戰，

否認國府之合法性。  

第三、雖然全救會說它「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

權的企圖」，「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取領導權，不替任何黨派爭取正

統」。但事實要「促成」各黨各派的合作，「保證」各黨各派的合

作，和「制裁」任何黨派不忠實履行共同抗敵綱領，以及為了「要

完成這重大的任務」，人民陣線「本身力量的擴大和鞏固，是極端

必需的。這都無疑是將自己定位在南京之上，這嚴重挑釁國民政

府的威信。  

四、救國會有左傾共黨嫌疑：救國會認為日本是「以中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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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在遠東發動反蘇聯戰爭」。歐美列強「在本質上是帝國主

義」。「中國應該重振 1925 -1927 的革命精神」，「中蘇間的友善是

沒有問題的」，「中蘇間的同盟是十分牢固的」。  

凡此種種，對正在推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以團結禦侮

的國民黨而言，顯然是無法容忍的。日後救國會七領袖被捕起訴，

罪證大多因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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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複合式」的組織結構 

 

救國會究竟有無組織，一直是一個令人質疑的問題。因為救

國會打出來的宗旨是「抗日救國」，只要響應這個大原則的人都可

以入會成為會員。故一般認為救國會是一個鬆懈的半公開的群眾

團體
4
。而救國會的領袖章乃器也說，救國會沒有租下一處會所，

也沒有刻過一顆印章。救國會的聯絡處，就是救國會領袖的辦公

地址或者住所。沒有所謂的登記，也不具形式，更無什麼入會手

續、入會志願書之類的文件
5
。然而從各種零星的資料爬梳，筆者

認定救國會有組織，而且是一個「複合式」的結構型態，與一般

單一的組織不同。  

救國會的組織結構，基本上分為「上層領導」、「中層幹部」，

和「基層群眾」三層。因為救國會並未經過政府的批准立案，嚴

格說來屬於非法組織，為了避免遭受迫害與打壓，救國會只有部

分上層領導人物的身份對外公開，中層幹部與基層群眾的部分則

是秘密的。  

然而在上述的系統之外，救國會內部其實還有一個不為人知

的組織體系，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救國會裏成立的秘密黨團組

                                        
4
 入會沒有什麼限制，只要不是漢奸賣國賊，只要主張抗日，贊成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的人，都可以參加周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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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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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其實有的救國會在成立之初，曾對入會規定的煞有其事，如文化界救國會

的簡章：「凡文化界個人或團體贊成本會宗旨經會員兩人之介紹及執行委員會

通過者得為本會會員。」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簡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

刊》創刊號（民國 2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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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當年共產黨份子是以「公開」與「秘密」的兩組黨員，介入

救國會的組織活動。公開的部分如從陝北前來上海的馮雪峰，和

從蘇聯回來的潘漢年。他們是公開以「黨」的代表身份與救國會

的領袖接洽（見下節）。但從 1935 年底救國會成立開始，就滲透

進去的上海地下黨員，如錢俊瑞、徐雪寒、周新民、羅瓊等，則

一直沒有暴露其黨員的身分。而這些人在救國會的上、中、下層

的組織裡面，特別是中層幹部的部分，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

們積極參與救國會的各種活動，並配合中共的統一戰線目標，暗

地影響救國會的政策走向。當然，非共的救國會會員，像七君子

中的章乃器、史良、沙千里、鄒韜奮、李公樸，早已暗中與共黨

人士有所來往。對組織中有些會員的政色彩其實心知肚明，有默

契的心照不宣。  

以下就救國會的重要組織結構就所能蒐集到的資料概述如

下：  

（ 一 ） 上 層 領 導 

救國會的上層領導，有的稱理事會，也有的稱執行委員會，

有的時候也兩者混稱。基本上，它們的組成份子都是兼容並蓄，

各種黨派或無黨派的人士都有。而其中的若干成員，也就是救國

會對外公開的部分。以下先將各救會、上救會，和全救會的領導

機制作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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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上層領導  公開者  備註  
上海婦女界救

國會  
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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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左誦芬、張志學二人
為候補理事。  

總務部：主   任史良；  
副主任胡子嬰、沈茲九。  

組織部：主任杜君慧。  
宣傳部：主任羅瓊。  

史   良、  
沈茲九、  
胡子嬰、  
羅叔章等。  

6  

上海文化界救
國會  

執行委員會：王造時、沈鈞儒、  
鄒韜奮、張志韓、  
馬相伯、陶行知、  
陳彬和、諸青來、  
廖茂和、周建人、  
鄭振鐸、章乃器、  
孫寒冰、李公樸、  
褚輔成、蔡正雅、  
陳高佣等三十五人。  

常務委員會：以馬相伯為總常務委

員，下分十部。  
組織部：主任沈鈞儒。  
宣傳部：主任王造時。  
文書部：主任章乃器。  
糾察部：主任潘震亞。  
事務部：主任顧名。  
交際部：主任江問漁。  
研究部：主任陶行知。  

馬相伯、  
沈鈞儒、  
鄒韜奮、  
章乃器、  
王造時、  
李公樸等。  

7  

                                        
6
 見《申報》（民國 24年 12月 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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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7
 根據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簡章第四條規定：本會設執行委員會，由會員大會選

舉執行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七人，候補委員五人至九人組織之，任期半年，連

選得連任。執行委員會互推常務委員七人至九人，執行本會日常事務。」見《上

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創刊號（民國 2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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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部：（不詳）  
上海大學教授

救國會  
常務理事：王造時  王造時、  

潘大逵、  
張定夫等  

8  

上海電影界救

國會  
不詳  不詳   

上海職業界救

國會  
理事會：潘仰堯、沙千里、顧留馨、

石志昂、葛師良、李少甫、

楊經才、任崇高、丁觀瀾、

陸   詒、周豫康、王紀華、
周肇基等人。  

總務部：部   長沙千里；  
副部長顧留馨。  

組織部：部   長沙千里（兼）；  
副部長石志昂。  

宣傳部：部   長葛師良；  
副部長李少甫。  

沙千里等  9  

上海國難教育

社  
執行委員會：（不詳）  
常務委員會：（不詳）  
組織部：（不詳）  
指導部：（不詳）  
宣傳部：（不詳）  

陶行知等  1 0  

上海新聞記者
救國會  

不詳  顧執中、  
陸詒  

1 1  

上海學生救國

聯合會  
不詳  不詳   

上海工人救國

會  
不詳  陳均   

上海各界救國

聯合會  
執行委員會：馬相伯、宋慶齡、  

何香凝、沈鈞儒、  
宋慶齡、  
何香凝、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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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9
 見〈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理事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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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及章乃器前文，頁 630。 

10
 章乃器前文，頁 630。 

11
 同前註。 

12
 沙千里，《漫話救國會》，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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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韜奮、章乃器、  
沙千里、王造時、  
李公樸、史   良、  
陶行知、潘大逵、  
劉良模、沈體蘭、  
沈茲九、張定夫、  
潘震亞、顧執中、  
彭文應等。  

常務委員會：沈鈞儒、鄒韜奮、  
章乃器、沙千里、  
王造時、李公樸、  
史良等  

組織部：  
宣傳部：主任王造時  
事務部：  

馬相伯、  
沈鈞儒、  
鄒韜奮、  
章乃器、  
沙千里、  
王造時、  
李公樸、  
史良等人  

全國各界救國

聯合會  
執行委員會：宋慶齡、何香凝、  

馬相伯、沈鈞儒、  
鄒韜奮、章乃器、  
沙千里、王造時、  
李公樸、史   良、  
陶行知、曹孟君、  
孫曉村等人。  

常務委員會：下設七部  
事務部：主任王造時  
文書部：   
組織部：主任沈鈞儒  
經濟部：   
宣傳部：主任章乃器  
情報部：   
交際部：   

宋慶齡、  
何香凝、  
馬相伯、  
沈鈞儒、  
鄒韜奮、  
章乃器、  
沙千里、  
王造時、  
李公樸、  
史良等人  

1 3  

因為救國會被政府視為非法組織，所以公開出去的則是要利

用可以公開者的社會地位與知名度：一方面加強救國會的公開性

                                        
13
 根據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章程，全救會的執行委員會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執

行委員二十七人至五十五人、候補執行委員十一至二十三人組織之，任期一

年，連舉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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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法性
14
，另一方面則廣為招攬和擴大影響力

15
。章乃器就說：

「公開出來的條件是要有可以公開的人－－有社會地位的人。有

社會地位就比較不怕扣帽子，不怕抓。沒有社會地位的人，特務

就可以隨便抓，扣上一頂『亂黨』的帽子，還可以隨便殺。」
16 

所以這些有威望和社會地位者如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

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李公樸、史良、陶

行知等人，他們公開舉起救國旗幟，不但能得到其他進步勢力的

支援，就是國民黨也不敢輕易破壞他們
17
。  

至於像學生救國會、工人救國會，因為國民黨對學生和工人

控制得特別緊，也找不到可以公開的人，所以組織雖然存在，但

沒有公開出來
18
。  

（ 二 ） 中 層 幹 部 

除了領導層部分以外，救國會還有幹事群，這是救國會日常

工作的實際負責者，但是對外是完全秘密的。  

幹事一般是由常務委員聘任，如文化界救國會的簡章規定：

「幹事若干人，由常務委員會聘任之。」 1 9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 4  徐雪寒，〈衡老把一生獻給偉大的祖國－－關於衡老領導救國會活動的片段回

憶〉，《沈鈞儒紀念集》，頁 12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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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簡章第五條，《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創刊號（民國 25

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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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民眾幹事若干人，由常務委員聘任之。」 2 0但也有的是推

選的，如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下面有一個幹事會，就是由各個救

國會推選出來比較年輕而負實際工作的人組成 2 1。  

幹事的工作項目以文化界救國會為例，其規定幹事負以下義

務：1 .辦理主管各部日常事務。2.出席幹事會議。3 .聯絡各組組長。

4.傳達本會與各組長及會員間之消息。 5 .督促各組長實行組長之

職務。 6.查察各組長之言論與行動 2 2。其他還包括有聯繫、溝通上

下 2 3；執行上層領導所作的決定 2 4；負責對外聯繫等等。  

以下亦就所知中層幹事情形列一簡表：  

團體名稱 中層幹部 備註 

婦女界救國會 不詳  

文化界救國會 不詳  

大學教授救國會 不詳  

電影界救國會 不詳  

職業界救國會 總務部幹事： 

組織部幹事：王明揚、楊修範、陳
敏之、劉峰、陸志仁、楊子發。 

 

                                        
20
 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印行，《救國言論集》（屬

國難叢書第二種），頁 36。 

21
 胡子嬰，〈關於救國會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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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2 2 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員及職員工作規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創刊

號（民國 25年 3月 28日）。  

23
 參見齊進，〈寫給婦救各級同志一封公開信〉，《救亡情報》第 21期（民國 25

年 10月 11日）。 

24
 胡子嬰，〈關於救國會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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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第一版）， 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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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部幹事： 

國難教育社 總幹事：張勁夫 25 

學生救國聯合會 不詳  

工人救國會 不詳  

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總幹事：胡子嬰 

副總幹事：徐雪寒、朱楚辛 

幹事：張勁夫、彭文應、周光明、姚士

嚴等人。 

26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組織部總幹事：徐雪寒 

宣傳部總幹事：吳大琨 

總務部總幹事：石不爛 

 

 

就這些幹事群而言，上救會的總幹事胡子嬰是章乃器的妻

子，是同情共黨的激進人物；副總幹事徐雪寒和朱楚辛則是中共

黨員。全救會的組織部長是沈鈞儒，下面組織部的幹事則是中共

徐雪寒；宣傳部長是章乃器，下面的幹事吳大琨則是極接近中共

的人物；總務部長是王造時，幹事石不爛亦是中共黨員。  

（ 三 ） 基 層 群 眾 

關於救國會的基層情形，章乃器曾如此描述：「如果有人問救

國會究竟有多少會員？這是沒有人能夠答覆的。實際上，組織就

潛伏在各個事業、企業單位裡，是人聯繫人，帶動人；各個單位

只需要掌握住各個帶頭人就行了。比如說，生活書店是一個單位，

中國徵信所是一個單位，蟻社也是一個單位。李公樸辦的申報館

業餘補習學校有十幾個，就是十幾個單位。生活書店出版了好幾

種刊物，每種刊物的編輯部又各自成為一個單位。陶行知的國難

教育社辦了許多工人補習班，每個補習班也是一個單位。基層組

                                        
25
 童富勇、胡國樞，《陶行知傳－－紀念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誕辰一百周年》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年 5月第 1版），頁 329。 

26
。成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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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情況就是如此。」
27 

顯然章乃器這位上層領導只說出了一半，或者是只知道一

半。因為根據已披露的資料顯示，救國會的基層還是有組織的。

像婦女救國會最初是採取大、中、小隊長的寶塔式的工作制度
28
。

另外，像救國會中最有群眾基礎和號召力的團體職業界救國，它

的成員來源十分廣泛
29
：來自蟻社

30
、  量才補習學校以及量才圖

書館
31
、中華職業教育社及其所屬的補習學校

32
、立信會計學校及

其學生組織
33
、銀行洋行百貨公司中的職員

34
、煤業大中華火柴公

司國際電台海關同仁俱樂部的職員
35
、在滬西還有一批以牛奶場

                                        
27
 章乃器，〈我和救國會〉，頁 630。 

28
 見齊進，〈寫給婦救各級同志一封公開信〉，《救亡情報》第 21期（民國 25年

10月 11日）。 

29
 參閱陸志仁，〈關於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的一些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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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7

年）  

30
 主要負責人是沙千里、許德良、袁青偉；成員多數是中下層的職員。蟻社還辦

了一個螞蟻圖書館，下設滬中、滬西、滬東三個分館，約有五千多個讀者，這

些讀者多數是工人、店員以及失學的學生，是一個群眾基礎和社會影響極為廣

泛的隊伍。 

31
 人數總共有五、六千人，其中職救會員有一、二百人，主要負責人是劉峰。 

32
 主要負責人是王紀華、程俊、姜坎如等。 

33
 主要負責人是顧准、陸修淵、周裕康等。 

34
 銀行方面的負責人有楊修范、張承宗、袁君實；洋行方面有石志昂、楊經才、

王明揚、陸知悟等；百貨業中，僅中國國貨公司就有一百多個職救會員，主要

負責人是袁青偉、金善生、李偉炯、陳丕正等。 

35
 煤業有葉進明、樂嗣鳴等；大中華火柴公司有李廣甫、胡世奎；國際電台有顧

留馨；海關同仁俱樂部有胡實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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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據點的一批中小工廠的職工
36
、小學教師等

37
。這就更得有組織

不可。  

今根據資料透露，職業界救國會的基層組織，為配合實際，

一共做過三次調整：  

1 .  最初是採行半軍事式的大隊制：一共有五個大隊，每個大

隊有三中隊；每個中隊有三分隊；每個分隊有三小隊；每

小隊為三人。所以一個大隊大約是一百人，五個大隊即是

五百人 3 8。  

這樣的組織形式，優點是在行動的動員上，可以非常敏捷

的從上動員到下。但在工作上卻也存在著許多缺點，譬如

單人領導容易變成個人化；以及小隊、分隊呈現以人際關

係建立的組合。這在工作布置時反而顯得零碎無法周到，

許多同性質的工作不能把領導統一起來。  

2 .  所以到了 1936 年 4 月初，就決議把大隊制度改依照地域來

劃分：當時就將上海劃成了中區一、中區二，以及東區、

南區、西區，一共是五區。同時組織形式也有了變更，每

區最高領導機關為區會，下設分會、支會、小組。而每級

領導也都集體化，即不論區會、分會、支會都採總務、組

織、宣傳三人領導。另外分會的設立，也改由以職業性質

歸類作單位。  

3 .  到了 8 月中，再將區會改為幹事會：這是更精密的以職業

                                        
36
 負責人是金菊如 

37
 滬東的臨青小學是一個重要據點，負責人是任頌高、鍾韻明。 

38
 但實際總數共為三百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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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為單位的再一次整頓。最初有五個幹事會，後來更發

展到七個幹事會。這時整個職業界救國會的會員共有大約

一千三百多人
39
。  

至於在救國會的基層組織裡面，中共可以說充分掌握了領導

權。前述最有群眾基礎和動員力量的職業界救國會中，活動的中

共黨員有 10 人左右，像沙千里領導的組織部裏，王明揚、楊修範、

陳敏之、劉峰、陸志仁、楊子發為幹事，其中除了楊子發以外，

其他 5 個人都是中共黨員。他們則通過職救中由積極份子組成的

數十人的「職員聯盟」來掌握職救的群眾部分。使每次的遊行示

威都不乏基本班底。  

（ 四 ） 行 動 指 揮 部 

除了上、中、下三層，救國會裡面還有一個極其特殊的「秘

密行動指揮部」，主要是擔任每次活動的籌畫安排工作。  

它最初建立是在 1935 年 12 月 24 日的遊行活動當中，原本是

臨時性質，後來決定常設化。行動指揮部由各救國會派代表組成，

如陳家康代表學生救國聯合會、孫克定代表文化界救國會、林立

代表婦女界救國會、鄭伯克代表國難教育社、雍文濤和王紀華代

表職業界救國會。而這些人都是救國會內的共產黨員。其中雍文

濤擔任總指揮，直接受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鄧潔的領導。  

（ 五 ）《 救 亡 情 報 》 編 輯 群 

《救亡情報》最初是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機關報，由宣傳

部長王造時統籌，徐雪寒出任經理，負責具體編輯工作。之後《救

亡情報》成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機關報，改由宣傳部長章乃

                                        
39
 見陳嘯，〈職救工作檢討及其他〉，《救亡情報》（民國 25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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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統籌，負編輯責任的成為吳大琨。  

總之，救國會的外表龐大鬆散，只要支持抗日救國的人都可

以成為會員，因此份子複雜，成員包含國民黨黨員、其他各政黨

人員、中立的知識份子、婦女、學生、工人、商人、中共地下黨

等。但不能否認的，除了對外公開以資號召的理事會或執行委員

會成員外，從救國會的組織、宣傳部門，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幹事

會，到負責指導、計畫集會遊行等實際活動的行動指揮部，以及

在救國會中最有號召力的職救會組織部，和救國會機關報《救亡

情報》的編輯部等，這些救國會團體的中樞部分，都有中共黨員

的介入參與負責。在救國會的許多活動當中，中共長期從事地下

工作的經驗發揮了作用。  



第四章  救國會的宗旨與組織 

 102 

第三節  中共中央與救國會的聯繫 

 

所謂中共中央與救國會的聯繫，主要是指馮雪峰由陝北來上

海。不僅中共地下黨有了整頓，同時救國會也有新的發展。最明

顯的就是原本各自出刊的各救國會，此時有了共同的宣傳刊物；

還有以救國會為名義發起的活動開始增加。之後潘漢年、胡愈之

也由蘇聯返國，這標示著完全中斷聯繫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

上海地下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間完全恢復了聯繫。此後

對中共對救國會最主要的影響，就是以共產國際的訓示為方針，

避免救國會過「左」。  

（ 一 ） 馮 雪 峰 來 滬 

自「長征」之後，中共中央與上海的聯繫中斷。這期間也曾

經派潘漢年、陳雲回上海恢復黨的秘密工作
40
。但因為當時上海

的形勢險惡，一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兩個人於 1935

年 8 月先後離開上海赴莫斯科 41
。  

                                        
40
 長征途中，中共曾經三次派人設法同白區黨組織取得聯繫。三次都是由總書記

張聞天安排的。第一次是潘漢年，第二次是陳雲，第三次是謝覺哉和毛澤民。

但由於種種原因，第三次未能成行。李濤編著，《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月第 1版）。 

41
1933年，陳雲、潘漢年先後離滬去中央蘇區。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們同時接

受任務，先後秘密離開長征隊伍，到上海恢復黨的組織，並設法重新接通因長

征而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的聯繫，陳、潘約定把章秋陽列為在上海的聯絡人。陳

雲約在同年 6月第到達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進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

安旅館。由於黨組織被嚴重破壞，他無法接上關係，也找不到章秋陽。但章乃

器是社會知名人士，他很快找到了章乃器，章乃器立即與章秋陽聯繫。章秋陽

馬上來見陳雲，為保障安全，他把陳雲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 358弄尚賢坊 21

號自己家中，後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唐文雲（章秋陽妻）家中。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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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4 月，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決定派馮雪峰到上海開展

工作：馮是浙江省義烏縣人， 1903 年出生，於 1927 年加入中國

共產黨。除寫作、翻譯之外，亦從事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的介紹

和傳播工作。 1930 年協助潘漢年創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十二

個籌備人之一。後出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央文委書記、江蘇省委

宣傳部部長等職。於 1933 年底奉調入中央蘇區工作。之後參加「長

征」。到達陝北之後，在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工作。在離開陝北之

前，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等都分別親自與馮進行談話，具體

交代任務。  

中共中央給馮雪峰的任務是四個： 1 .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

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 .同上海各界救國運動

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繫，向他們傳達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 3 .瞭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

得聯繫，替將另派到上海去作黨組織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準備。

4.附帶管一管文藝界的工作，首先是傳達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政策
42
。  

                                                                                                                   
務印書館的老黨員孫詩圃也奉命從無錫趕來，參加掩護工作。經章秋陽聯繫，

陳雲見到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又通過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與潘漢年取得

聯繫。同時，章秋陽又幫他找到了楊之華（瞿秋白妻）和何實嗣（何叔衡之女），

他們與共產國際駐滬聯絡員有聯繫。由於上海形勢險惡，無法開展工作，經商

議決定北上。陳雲、陳潭秋、楊之華等乘坐蘇聯貨艙經海參威赴莫斯科，潘漢

年隨後也前往蘇聯。見章立凡，〈章乃器與中共領袖們〉，《百年潮》2000年第 3

期，頁 14。 

42
 1936年上海左翼文化陣營發生「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

爭論。論戰的雙方是周揚與魯迅，時間持續四個多月。馮雪峰奉命來調解。見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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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任務中，前兩個是主要的
43
。行前張聞天曾幾次囑咐

馮雪峰，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瞭解一些情況後，

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這是因為上海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與中

央長期失去聯繫，情況複雜，先找魯迅可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而

派馮先去上海，就因為馮同魯迅等熟悉
44
。而這也證明，在此之

前的上海地下黨與救國會的關係，與中共黨中央無關。  

馮雪峰於 4 月 20 日左右從瓦窯堡啟程，經過張學良的轄區

45
，25 日左右到達上海 46

，先後會見了魯迅、茅盾、沈鈞儒、宋慶

齡、史沫特來，和共產黨員周文、王堯山、王學文、鄧潔幾位在

上海的聯絡人等，向他們介紹和傳達了遵議會議的情況，和瓦窯

堡會議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並帶來了一批中央文

件。  

可以說，馮雪峰是第一個代表中共黨中央，並公開共產黨員

                                                                                                                   
眾文學”口號的經過〉，《雪峰文集》第四卷，頁 506。  

43
第一個任務是周恩來親自交代的，並交給了馮雪峰密碼，約定馮雪峰用「李允

生」這名字，給了兩千元經費。第二及第三、四個任務是洛甫（張聞天）交代

的。 

44
 1925年春季馮雪峰往北京，曾多次往聽魯迅講課。1926年 8月 5日，首次拜訪

魯迅。1928年 12月 9日，為編印《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由柔石陪同往見魯迅，

從此成為魯迅的忠誠學生，並溝通共黨和魯迅的聯繫。不過也就因為這個「先

找黨外後找黨內」的指示，後來馮與在上海的地下黨周揚、夏衍等產生嫌隙。 

45
 馮雪峰在西安還受到張學良的接見。後由中共事先安排好的“交通”董健吾護

送到上海。見陳早春、萬家驥著，《馮雪峰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

10月第 1版）， 頁 179。 

46
馮雪峰於 1936年 4月 25日左右到達上海。先由情報人員安排住在一個小客棧

裡；第二天下午就找到魯迅，移住魯迅家；又經魯迅與其弟周建人商量，移住

周建人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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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與救國會領導人直接聯繫的人。而上海地下黨的江蘇省

臨時工作委員會也因此找到了中央的領導，接上了黨的關係。  

（ 二 ） 潘 漢 年 、 胡 愈 之 回 國 

在此同時，1936 年 5 月，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

國參加國共談判聯絡工作的潘漢年與胡愈之也一起到達香港。胡

愈之與鄒韜奮的關係前以言及。他是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

思想的影響，創建上海世界語學會。五四運動之後，和沈雁冰等

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積極推進新文學運動。五卅慘案之後，

他編輯出版《公理日報》，通過撰寫〈五卅運動紀實〉一文，抨擊

帝國主義。國民黨清黨後，他起草發表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公開信，

隨後在通緝聲中流亡法國
47
，入巴黎大學法學院學習，開始系統

地研究馬克斯主義。 1931 年回國仍繼續主編《東方雜誌》，並同

鄒韜奮共同主編《生活週刊》。不久應魯迅之邀，加入中國民權保

障同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33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屬中央

特科單線領導
48
。  

1935 年，因為〈閒話皇帝〉一文引發震驚中外的上海《新生》

                                        
47
 當時胡愈之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主編《東方雜誌》，1927年與鄭振鐸、周予同等

聯名寫信給國民黨的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抗議國民黨的清黨屠殺。信

函原件影本見 于友，《胡愈之傳》（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 4月第一版），

序前。 

48
 胡愈之是在中共黨中央秘密遷往江西瑞金前後，周恩來還在上海的時候加入中

國共產黨，組織關係放在絕密的中央特科，只有單線聯繫，先後領導胡愈之的

包括張慶孚、宣俠父、嚴希純、潘漢年等。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的 1979年，中

央統戰部公開了一批秘密黨員的名字，胡愈之的黨員身份才正式公開。 又中

共中央特科成立于 1928年 11月 14日，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工作是蒐集情報、

加強黨的保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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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杜重遠被關押在漕河涇監獄。國民黨當局迫於各界的壓力，

對杜給予特殊待遇，在監獄後面專門為他造了三間平房，允許他

讀書、會客。因此，杜重遠在押期間，仍能與外界保持密切聯繫。

來探望和慰問的各界群眾及東北軍人員絡繹不絕。一些共產黨員

也經常去監獄探望他。而胡愈之更是每週日都去，把外面的消息

帶給他，也幫助他一起作東北軍人士的工作，向他們宣傳共產黨

的抗日主張。杜重遠也將東北軍的一些情況轉告胡愈之，還介紹

曾任張學良秘書的高崇民等東北軍人士與他們認識。  

胡愈之與高崇民多次暢談與共產黨聯合抗日，希望他去西安

說服張學良、楊虎城，不要跟隨蔣介石打內戰，聯合起來共同抗

日。胡愈之等人的談話，使高崇民思想上起了重大的轉變。高崇

民遂攜帶杜重遠的信到西安，和張學良密談，勸張停止剿共，保

存實力，實行西北聯合，共同抗日。並奉張學良之命去見楊虎城，

消除東北軍與西北軍之間的誤會。  

由於對張學良和東北軍的爭取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張學良已

決心抗日，胡愈之認為應該儘快把張學良決心抗日的情況向黨中

央報告
49
。但由於當時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已和黨中央

失去了聯繫，遂決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領導他的宣俠父
50
。  

宣俠父時任華南工委書記，聽了胡愈之的報告，感到事關重

大，也認為應該盡快報告給黨中央。這時的華南工委和黨中央也

                                        
49
此時陝北剛開過瓦窯堡會議，正式決定改變策略，尚不知張學良已心志動搖。

見 1936年 1月 25日中共致張學良、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董英斌、萬福

麟等的書信，表示願與紅軍聯合抗日。見〈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

北軍全體將士書〉，《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頁 85-88。 

50
 宣俠父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亦是早期的中共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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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聯繫，只有通過法國巴黎的《救國時報》，才能與駐共產國

際的中國代表團聯繫。所以宣俠父決定讓胡愈之經法國去蘇聯，

直接向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匯報。  

1936 年 1 月，胡愈之假充華僑商人搭日本郵輪去了巴黎。在

巴黎得到《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的幫助，替胡辦了去莫斯科

的簽證。1936 年 2 月，胡愈之由法國乘火車抵莫斯科，來接他的

竟然是潘漢年。  

至於潘漢年，江蘇省宜興縣人， 1925 年秋冬之際受五卅運動

的影響先加入中國國民黨，後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 年 5 月，

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化工作黨團書記（或稱文化黨組）。1929

年 6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設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潘漢年出任第一

任文委書記。 1930 年 10 月，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在上海成立，

潘兼任文總黨團書記。之後 1931 年 5 月，潘漢年調至中央特科工

作，擔任情報科科長。6 月，任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

此後直至 1933 年 5 月，都一直擔任中共中央的保衛的工作。1933

年夏天，他奉命撤離上海，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以後先後

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長。在 1934

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

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

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

停戰談判。 1935 年 1 月遵議會議之後，潘漢年被派往上海再前往

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遵議會議的結果及紅軍的現況。同

年 9 月中、下旬潘漢年到達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已經結束。潘漢年完成匯報任務之後遂留在蘇聯學習。在與胡愈

之相遇之前，潘漢年還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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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晤南京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洽談國民黨與共產

黨恢復談判，合作抗日的問題
51
。  

之後到了 1936 年 3 月下旬，共產國際決定改變抗日與反蔣並

提的口號，主張對南京政府採取相對靈活的措施。潘漢年遂被派

回國，其任務有二： 1 利用其和十九路軍以及兩廣軍事集團上層

的關係，積極推動兩廣反蔣的軍事事變發生。 2 根據國內軍事、

政治局勢的變化，由潘漢年直接和南京最高當局洽談國共合作事

宜。但因為潘漢年不懂外語，遂由王明交代要精通英、法語的胡

愈之陪伴回國，而以後胡愈之的工作，也由潘漢年直接領導。  

二人於 1936 年 4 月中旬離開莫斯科，登上西去法國的火車。

到了巴黎， 1936 年 3 月第二次被迫流亡的救國會領導人鄒韜奮，

從香港打電報給胡愈之，說他決定在香港創辦一張報紙，當時正

在策劃反蔣的兩廣方面，表示願意在經濟上予以支持，但報紙要

為兩廣反蔣作宣傳。鄒韜奮因此請胡愈之趕快回香港幫他辦報紙。 

5 月初，潘漢年和胡愈之抵達香港，由鄒韜奮接待在之前安

排好了旅館下榻。胡愈之向鄒韜奮介紹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

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告訴他報紙的宣傳也應由反蔣抗日向

聯蔣抗日轉變。於是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日報》就沒有接受兩廣

                                        
51
 鄧文儀，黃埔一期畢業生，留學蘇聯，與蔣經國等人同學。回國後任蔣中正的

侍從秘書，是蔣的親信弟子。1935年春，蔣欲和蘇聯結成反日的軍事同盟，遂

派鄧文儀出任駐蘇大使館的武官。是年秋天，鄧文儀回南京述職。 12月初旬蔣

秘密召見，要其速回莫斯科設法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接觸，商談國共兩黨恢

復談判的事情。而根據潘漢年的筆記，潘、鄧第一次投石問路式的接觸，日期

似是 1936年 1月 13日晚上。之後 1月底或 2月初，王明亦與鄧文儀會談了好

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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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經濟資助，報紙在 6 月 7 日創刊，也不提兩廣的反蔣運動。

胡愈之日後回憶：「這是我從共產國際回來，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政策，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  

之後潘漢年讓胡愈之全權開展救國會的工作。他對胡愈之

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

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幹吧！」同時，為了便於胡愈之開展工作，有

時潘找國民黨人士談話的時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飯館

和高級咖啡館裡，並故意對國民黨人士說胡是救國會的，對共產

黨有意見。顯然潘是有意用這種方法把胡愈之以救國會會員的身

分公開出去。同時潘漢年還派胡愈之到上海，會見剛從陝北到上

海的馮雪峰，以瞭解共黨中央和上海地下黨活動的情況
52
。  

1936 年 5 月中下旬，胡愈之到上海與馮雪峰接上了頭 53
，馮

雪峰隨即跟隨胡愈之來到香港，與闊別一年半的潘漢年在香港重

逢。而這次相見是有歷史意義的：因為潘漢年是中共駐共產國際

的代表，馮雪峰是陝北中共中央派駐上海的白區代表，這標示著

完全中斷聯繫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上海地下黨、中共駐共產

國際代表團完全恢復了聯繫。  

之後馮雪鋒從香港回到上海，忙於同上海各界救國團體和領

袖頻繁接觸，這對六、七月之後上海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漲有

很大的推動。  

                                        
52
 5月初，潘漢年和胡愈之剛抵香港不久，即接到馮雪峰的來信，告知他已從陝

北出發到上海，希望與潘取得聯繫。見胡愈之，〈我所知道的馮雪 峰〉，胡愈之，

《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 7月第 1版），頁 307。 

53
 二人在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家理會面，胡仲持當時是《申報》的主編，很有名。

見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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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兩廣事件發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認為已經形成了

逼蔣抗日的局面，王明遂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共產國

際執行委員會的身分寫信給潘漢年，令其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分

與陳立夫接觸和談判，並提出不壓迫愛國運動，對日表示明確態

度等談判條件。於是潘漢年先在香港會晤了由陳果夫、陳立夫兄

弟派至香港接頭的張沖
54
，並隨張沖赴南京，會見了二陳的代表

曾養甫
55
。結束南京之行後，潘漢年返回上海，一邊等待馮雪峰

協助安排他去陝北的交通問題，一邊會見了沈鈞儒、宋慶齡等人，

向他們介紹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之後潘漢年隨著

馮雪峰安排的交通引路人劉鼎前往陝北，向中共中央作匯報。  

1936 年 8 月 9 日，潘漢年抵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向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匯報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建

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以及他與國民黨代表聯絡的情

況。第二天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同

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有關問題。會議決定調整對蔣政策，確定和南

                                        
54
 張沖，原名張紳，字淮南，別號御虛，1903年生於浙江省樂清縣，自幼聰慧。

五四時期，考入溫州省立第十中學，發起組織「醒華學會」，被推舉為理事長。

1922年，張沖考入交通大學北京鐵道管理學院，並於是年加入國民黨。越三年，

以官費生轉入哈爾賓中俄工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在東北期

間，擔任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因秘密組織反奉被捕，張學良

易幟後始獲釋返回南京。因才華出眾，又熟諳俄語，深受陳果夫、陳立夫兄弟

器重，不久即升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主管中統系統的情報事務，是策

動共黨白鑫、顧順章投降的主要人物。  

55
 曾養甫，原名憲浩，養甫是字，廣東省平遠縣人。他早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礦冶

系，隨即赴美進入匹次堡大學讀書，並當選學生會會長。北伐前夕，自美回國

抵粵參加革命，很快升任為農礦部次長。此後出任國民政府中許多建設部門的

職務。1935年，又改任鐵道部政務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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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談判，明確「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適合。從此，黨

的方針從「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轉變，認定南京為進行統

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對手，繼續停戰議和和請蔣抗日的號召。  

12 日，毛澤東、林育英、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

何凱豐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建

議：「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按指東北軍）打通蘇

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

之執行以配合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

目的。」電報提出對南京方面的策略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

線之必要與主要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

地分別地進行談判。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進行抗

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的前提之下，承認

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

號召，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來

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

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一切統一戰線的

談判，以忠誠態度出之。」
56 

於此同時，在五天之後的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

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明確指示：「把蔣介石和

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

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

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

                                        
5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5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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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本的同盟者。為

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

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

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  

於是根據中共中央 8 月 10 日政治局會議精神，以及 8 月 15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的要求，中共

中央于 8 月 25 日發佈了中國共產黨公開主張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正

式文件－－〈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57
。也在同一日潘漢

年接到命令他潛回上海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指令
58
。  

9 月 24 日，潘漢年攜帶〈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國共兩黨

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毛澤東致宋慶齡信、毛澤東致章乃器、陶行

知、沈鈞儒、鄒韜奮信，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信等文件離

開保安，前往上海。 10 月 14 日，潘漢年安抵上海之後，立即和

馮雪峰等人會面，宣佈成立「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要開展統戰

工作和情報工作，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任副主任。  

隨後潘漢年又拜訪了宋慶齡，當面呈交了〈中國共產黨致中

國國民黨書〉，以及毛澤東寫給她的親筆信。又馬不停蹄地秘密拜

訪了當時在上海的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蔡元培等

人，分別轉致了毛澤東寫給他們的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上向諸人

                                        
57
 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中共中央于 9月 1日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 

58
 事隔兩天（ 8月 27日）負責國共談判的另一位中共黨員張子華回到保安匯報消

息，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改由周恩來出面和曾養甫或陳立夫舉行會談。為此周恩

來於 8月 31日和 9月 1日分別給曾養甫和陳果夫兄弟寫信。也因為中共中央決

定派張子華（即周恩來信中稱謂的黃兄）返南京邀請國民黨負責人來陝談判遂

又改變潘漢年出外談判的計畫。 



第四章  救國會的宗旨與組織 

 113 

說明「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

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

密的合作。」
59
「因此，我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

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
60
此後潘漢年聯繫高

層人物，馮雪峰整理黨務，胡愈之從事救國會的工作，三人在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合作分工。  

                                        
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月第 1版），頁 63。 

60
前引書，頁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