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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与中原大战

陈进金

内容提要　本文系利用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 (大溪

档案 )、《阎锡山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奉系军阀

密电》等原始资料 ,来探讨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 ,南京蒋介石 (宁蒋 )和太原

阎锡山 (晋阎 )对奉天张学良 (奉张 )所进行的拉拢活动与彼此角力情形。文中

除了说明宁蒋、晋阎与奉张的联络管道和游说方式外 ,并具体分析奉张何以

由中立而决定入关助蒋。

关键词　中原大战　东北军　张学良　蒋介石　阎锡山

一、 前　言

1928年 6月 ,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 ,北伐军事告终之际 ,国

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 ,实施国军编遣。

翌年元旦 ,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 ,举行国军编

遣会议 ,准备从事部队缩编 ,遂引起地方军人的疑忌 ,认为政府藉

以削弱其军权 ,故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至 1930年初 ,反抗中

央的战事相继结束 ,时局似趋于安定 ,但一场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阎锡山领导的大规模内战却正在酝酿中 ,是为“中原大战”。

1930年 1月 ,阎锡山自郑州返回太原后 ,豫中形势即渐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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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 ; 2月 10日 ,阎氏致电蒋介石 ,主张礼让为国 ,力言武力统一不

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 ,约蒋氏“共息仔肩” ,以弭党争。 12日 ,蒋复

电云: “革命救国本为义务 ,非为权利 ,此时国难正亟 ,非我辈自鸣

高蹈之时。” 21日 ,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五人响

应阎氏行动 ,推其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 23日 ,阎锡山、冯玉祥、

李宗仁等 45人联名通电提出党统问题 ,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

决党国纠纷 ,汪精卫亦通电和之。① 4月 1日 ,阎、冯、李分别于太

原、潼关、桂平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 ; 5日 ,国民

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 ,并积极备战。② 战事于 5月中旬正式展开 ,

分为南北战场 ,北方战场分别沿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进行 ,南

方战场则在湖南的长沙、岳州一带。

战争期间 ,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

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 ,于 7月 13日在北平召开中国国

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另立国民党党统 ;此外 ,阎锡山鉴于 1929

年护党救国军诸战役 ,仍被视为地方政权对抗中央政权 ,难以号

召 ,又为了结纳地方实力派、解决财政困难 ,与争取国际外交 ,乃积

极筹组国民政府。 9月 1日 ,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与南京国民

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 ,彼此互争正统。③ 后因战局变化 ,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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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进金: 《另一个中央:扩大会议初探 , 1930》 ,台北“国史馆”主办“国史上“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 “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 ( 1999年 12月 16- 18日 ) ,抽

印本 ,第 10- 20页。

郭廷以: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册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年版 ,

第 568- 569页。

《阎锡山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2月 10日 )、《蒋介石致阎锡山电》 ( 1930年 2月 12

日 )及此后双方往来电文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革命文献》第 7

册 (《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 ,并不再标注藏所 ) ;陈训正: 《国民革命军

战史初稿》第 2辑第 2卷 ,台北 , 1952年 ,第 46- 65页。



移往太原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 ,阎、冯失败似已成定局。 至 11

月 4日 ,阎锡山、冯玉祥表示愿意“释权归田” ,相持半载的中原大

战终告结束。

北伐后的中国 ,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

六个军权中心。① 1930年的中原大战 ,除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控制的

沈阳中心外 ,其余五个军权中心 ,几已全部卷入战局。是以 ,大战期

间 ,奉张东北军有举足轻重之势 ,为宁蒋与晋阎所共同争取的目

标。 1930年 3月 1日 ,张学良发表通电 ,表示中立② ; 9月 18日 ,又

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 (南京 )中央措置”。③遂

加速中原大战的落幕 ,也影响蒋阎间的成败 ,足见奉张在中原大战

中扮演极重要的关键角色。④

正当阎锡山与南京中央进行“电报战” ,彼此围绕党国问题相

互论辩之际 ,张学良发表通电 ,表示中立 ,似乎对宁蒋、晋阎采等距

关系 ,三者犹如几何图形之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如下图 )

图中之奉张 ( A)、宁蒋 ( B)、晋阎 ( C) ,除指张学良、蒋介石、阎

锡山三人外 ,亦代表其所属之集团。此外 ,图标之等腰三角形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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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据当时为反蒋联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李宗仁事后回忆 ,中

原大战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 ,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 参阅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

写《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 413页。东北军为中原大战的关

键因素 ,应无庸置疑 ,但并非惟一因素 ;其他地方实力派、财政问题亦皆为影响大战

的关键因素 ,笔者拟另以专文探讨。

张学良: 《和平通电》 ( 1930年 9月 18日 ) ,毕万闻主编: 《张学良文集》第 1册 ,新华

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316- 317页。

《张学良通电》 ( 1930年 3月 1日 ) ,《蒋档· 革命文献》第 7册 ,第 79页。以下引用有

关《蒋档》中之《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特交文电》 ,因尚在整编中 ,

案名全系笔者暂拟 ,页码、编号为原移交单位编注。

蒋永敬: 《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 ,载氏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 ,台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174- 175页。



动态三角形 ,即宁蒋 ( B)与晋阎 ( C)均筹思透过各种管道和方式 ,

来缩短其与奉张 ( A)之间的距离 ,奉张 ( A)则 衡情势 ,选择助蒋

( B)或助阎 ( C)。 9月 18日 ,张学良发表通电 ,决定入关帮助宁蒋。

即图中之 A与 B两点趋于重叠 ,而与 C相对抗。自 3月 1日至 9

月 18日 ,奉张何以由中立而决定助蒋?又为何是助蒋而非助阎?均

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即欲利用《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

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奉系军阀密电》等原始档案资料 ,来

探讨中原大战期间 ,宁蒋和晋阎对奉张进行拉拢活动与彼此角力

的情形 ,即 B、 C各透过何种方式试图缩短与 A之距离 ,并分析东

北军 ( A)的态度及决定入关的因素。

二、 宁蒋的活动

1928年底 ,东三省易帜 ,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①的

关系 ,在政治、军事、财政上 ,均保有自主地位。故学者云: 东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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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治合作理论是李石曾 1927年提出的。 这一年国民党除了与北京政府南北对抗

外 ,内部亦处于分裂状态 ,中央党部有武汉、上海、南京三个 ,国民政府有武汉、南京

两个。 李氏于如此混乱局势中 ,提出分治合作理论 ,其本意乃求中国统一 ,须舍弃

武力统一 ,取和平统一。 见李石曾《分治合作“专政集权”二者之分析与比较》 , 1927

年 11月 9日《民生报》 ,转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以下简称“党史会” )编

《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 ,台北 , 1980年版 ,第 253- 254页。 东三省自 1928年底易

帜后 ,虽仍处于半独立状态 ,其与南京中央的关系 ,颇符合“分治合作”的局面。



为中央与地方势力妥协的结果 ,是一种 “不成熟”的国家统合。①

1929年 ,因实施国军编遣 ,所引起地方军人反抗中央的历次行动 ,

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 ,张学良且曾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

央统一”②。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俄 (实为当时的苏联 ,为行文方

便、统一 ,以下一律称俄 )交涉问题 ,奉张与南京中央有所龃龉。东

北代表莫德惠曾晋谒蒋介石 ,要求主持对俄外交 ,蒋颇不以为然 ,

于《日记》上云:

彼要求主持对俄外交 ,其意在承认伯力协议 ,并以统一问

题相威胁。彼见地不明 ,奢然甚侈 ,以为彼一到俄国 ,各事皆可

解决矣。 呜呼! 东三省人之识见、性情如此 ,焉得不为日俄所

轻侮哉! ③

除了斥责莫德惠见识不明外 ,蒋亦訾议东三省内政腐败 ,靡费繁、

冗员多 ,反不如北京政府时期。④蒋虽然于《日记》上肆意批评东北

政府 ,但还是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 ,缕述中央临时政治会议所决

定对俄问题处理办法及用意 ,并于文末嘱咐张氏推荐赴俄代表及

外交部次长人选。⑤ 可以看出蒋介石基于政治现实仍非常重视东

北军的实力。

1930年 2月 ,蒋介石接获阎锡山 9日发出的电报 ,立即电询

·5·

东北军与中原大战

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2月 6日。

孙诒编: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2月 1日。

王宇、高墉、正垣同编: 《困勉记》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2月 1日。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29年 12月 20- 26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1期 ,载

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 6) ,台北 ,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以下所引《国闻

周报》均为此版本 ) ,总第 2313- 2314页。

土田哲夫: 《南京政府の国家统合—张学良东北政权 ( 1928— 1931)との关系の例》 ,

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 《`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 ,东京 ,汲古书院 1986年版 ,第

185- 186页。



张学良意见① ,并于接到阎氏 10日的致电时 ,电请何成浚详询奉

张态度。② 此外 ,当时坊间传闻南京中央向日本订购船舰 ,将不利

于东北。为了去除张学良的疑虑 ,蒋致电张氏辟谣 ,指出中日交涉

无关东北事务③ ;并电请宋子文密转海军部次长陈绍宽 ,暂缓办理

对日订约购舰一事。④ 在在说明宁蒋对奉张的重视与拉拢之意。

蒋介石在与阎锡山进行“电报战”时 ,即已体察足以左右南北

情势者 ,惟张学良一人。⑤ 故积极结纳东北军 ,务必使沈阳和南京

立场一致 ,共同对抗太原阎锡山。为了笼络奉张 ,宁蒋方面主要透

过三个管道: ( 1)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 ; ( 2)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

切联系 ; ( 3)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 ,前往沈阳进行劝

说与谈判。这三个管道彼此互通有无 ,形成一个完整的联络网 ,随

时侦察东北态度 ,藉以完全配合奉张的各项需求 ,终于促成张学良

决定挥军入关 ,拥护南京中央。 其中方本仁等人驻节关外 ,善于掌

握情势 ,灵敏因应 ,遂能不辱宁蒋所托 ,而顺利完成“东北使命”⑥。

方本仁 ,与东北素有渊源 ,传闻曾和张作霖有金兰之谊。⑦

1930年 2月 9日 ,蒋介石鉴于北方情势混沌 ,谣诼繁兴 ,即电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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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 《张学良进关秘录》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275页。

“东北使命”一词 ,本为吴铁城自拟《回忆录》第七章章名 ,后因病中辍《回忆录》撰写

工作 ,只完成前六章内文。 惟“东北使命”四字 ,适足以形容方、吴、李、张等仆仆奔

走关内外的情形。参阅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 ,台北 ,三民书局 1981年版 ,目次 ,第

7页。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2月 20日。

《蒋介石致宋子文密转陈绍宽缓办对日订约购舰以息张学良对政府之疑》 ( 1930年

2月 19日 ) ,《蒋档· 蒋总统筹笔》 ,总号 2726,档号: 2010. 20 /4450. 01— 010。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18日 ) ,《蒋档· 特交文卷》 ,总编号 070。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2月 12日。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12日 ) ,《蒋档· 特交档案》 ,总编号 19004。



本仁准备赴沈阳见张学良① ; 2月 23日正式派方本仁往见张氏 ,并

电商处理韩复榘、石友三办法②。 自 2月底至 9月中旬东北军入

关 ,方氏长驻关外 ,除了搜集北方情报③ ,也曾企图透过孙洪伊策

反晋军中之河北籍军人 ,惜未能成功④。 不过 ,成为南京中央和东

北间的桥梁 ,并达成劝服奉张拥护宁蒋 ,才是其出关的主要目的。

吴铁城 ,曾于 1928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时 ,奉命出

关游说东北当局 ,遍访各地 ,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 “不到东北 ,

不知中国之博大 ;不到东北 ,不知中国之危机! ”博得东北军政各界

领袖的好感。 1929年冬 ,又因中东路事件 ,再度受命至东北宣抚 ,

激励士气。⑤ 吴氏因为前二次东北之行 ,与东北各界建立良好关

系 ,且能洞察东北情势 ,故于 1930年 3月中旬 ,三度奉命赴沈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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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学良进关秘录》 ,沈云龙序 ,第 2页。

方本仁于 1930年 5、 6月间透过孙洪伊策反晋军中之河北籍人士 ,不幸失败 ,孙氏

被捕。 见《方本仁致何应钦电》 ( 1930年 5月 31日 )、《方本仁致何成浚电》 ( 1930年

6月 1、 4日 )、《方本仁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6月 1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有关方本仁搜集北方情报之电文甚多 ,兹举三例如下: 《方本仁致蒋介石电》 ( 1930

年 3月 21日 ) ,《蒋档· 特交文卷》 ,总编号 214。《方本仁致何成浚电》 ( 1930年 5月

23日 )、《方本仁致何应钦电》 ( 1930年 7月 18日 ) ,《阎锡山档案· 蒋方民国 19年 1

月至 12月往来电文》 ,台北“国史馆”藏 , 19. 0372. 42 /4400- 1- 12(以下简称《阎

档· 蒋方往来电文》 ,并不再标注档号、藏所 )。

方本仁会见张学良日期 ,一说为 2月 22日。参阅《`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册 ,第

551页 ;苏 基编著: 《张学良生平年表—— 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 ,台北 ,远流出

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版 ,第 105页。苏著中认为方本仁、何成浚一同抵达沈

阳 ,可能有误。何成浚应该没有一同前往沈阳会晤奉张。据蒋介石自记于 2月 23日

“派方本仁往见张司令长官”。参阅《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2月 23日。

《方本仁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10日 ) ,辽宁省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资料

丛稿· 奉系军阀密电》 (以下简称《奉系军阀密电》 )第 5、 6册合集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5页。



积极联络东北高级将领。

李石曾 ,中原大战期间曾先后于 5月底、 8月底两次出关 ,其

东北之行 ,均担任极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以祝寿专使身分 ,于 5月

31日抵达沈阳① ,当晚即与张学良晤谈 ,至 6月 13日偕同张氏代

表胡若愚离开沈阳转赴上海② ,这期间李氏和奉张已讨论东北军

出兵的具体条件③ ,后虽因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反对而功亏一

篑④ ,不过 ,李、张已建立互信关系。8月 24日 ,李石曾偕同夫人、女

公子 ,随同刘光⑤由青岛赴沈阳⑥ ,随即至葫芦岛会晤张学良 ,再度

详谈东北军出兵的条件 ,终于促成奉张入关。⑦ 是以 ,李石曾在张

学良进关一事 ,扮演临门一脚的关键角色。

1930年 6月 4日 ,李石曾等与张学良具体商讨出兵之际 ,方

本仁、吴铁城由沈阳致电上海张群云: “时机紧迫 ,请兄速来共策进

行 ,至盼! 至祷! ”⑧ 6月 21日 ,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

军副司令⑨ ; 26日 ,张群乃偕同胡若愚赉送陆海空副司令印信赴沈

会晤奉张。10 随即长驻东北 ,与方本仁、吴铁城等一同策动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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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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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群致吴铁城转张学良电》 ( 1930年 6月 25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6月 20- 26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25期 ,总

第 2684页。

《方本仁吴铁城致张群电》 ( 1930年 6月 4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9月 14日申时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刘光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8月 24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刘光 ,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并转谭延 胡汉民电》 ( 1930年 6月 20日 ) ,《阎档· 蒋方

往来电文》。

《吴铁城致古应芬电》 ( 1930年 6月 4日酉时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6月 5

日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6月 10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刘光致朱培德陈仪电》 ( 1930年 6月 13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方本仁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6月 1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入关助蒋。

宁蒋对奉张的活动 ,主要系透过前述三项管道所形成的联络

网 ,尤其方、吴、李、张等人在关外的折冲奔走 ,居功厥伟。至于其结

纳张学良的具体方法 ,约有下列四种:

(一 )诉求国家统一的大义

自张作霖被炸身亡后 ,以张学良为中心的东北政权 ,就一直强

化其抵抗日本和归顺中央的政策。① 1928年底东北易帜的成功 ,即

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国家统一的共识下 ,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完成

的。②特别是自感长期处在日俄帝国主义侵袭阴影下的奉张 ,其对

国家统一更有另一番期待。故当阎锡山等通电与南京决裂时 ,宁蒋

方面相继致电奉张诉诸于国家统一大义。如 1930年 3月 29日 ,蒋

介石致吴铁城等人的电文中 ,即明确指出:

吾人革命首重主义 ,次论成败。如果阎、冯观望不前 ,竟立

政府以成南北对峙之局 ,则中央为革命主义与政府立场计 ,皆

不能不出于讨伐之一途。否则统一既被破坏 ,国家立召分裂 ,

外侮更必加烈……想汉兄亦必共同一致 ,以救党国也!但中深

信 ,中央有汉兄之在东北 ,则冯、阎之在北方决不敢放肆异甚。

故汉兄不赞成冯、阎有所组织 ,乃无异为党国保障统一也。③

5月 28日 ,原东北军第六军长 ,时任讨逆军第三军团左翼司

令官的徐源泉 ,亦以奉系旧属身分致电张氏云: “华北安危 ,系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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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介石致吴铁城并转方本仁电》 ( 1930年 3月 29日 ) ,《蒋档· 革命文献》第 7册 ,

第 115- 120页。

王正华: 《蒋中正与东北易帜》 ,台北“国史馆 ”主办 “国史上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 ( 1999年 12月 16— 18日 ) ,抽印本 ,第 27

页。

水野明: 《东北军阀政权の研究—张作霖、张学良の对外抵抗と对内统一の轨迹》 ,

东京 ,图书刊行会 1994年版 ,第 329- 330页。



身 ,值此大军四逼 ,逆部崩溃之际 ,公如及时振臂一呼 ,决可不战而

驱冯、阎。”① 7月 26日 ,何成浚给张学良的电文仍云: “今中外观

听 ,咸集于兄之一身矣! 人民呼吁 ,皆有赖于兄之一言矣! 有统一

之政府 ,而后有安定之国家 ;有整齐之内治 ,而后有优胜之外

交。”②可见诉求国家统一大义 ,是宁蒋活动奉张的方式之一。其对

张学良也产生部分效果 ,张氏曾复电徐源泉云: “于国家大局有所

裨益 ,在可能范围中 ,必当尽力以赴也。”③

(二 )畀以政治权势地位

政治权位是大多数政治人物所急欲追求者 ,中外古今皆然 ;相

对地也经常成为中央政府羁縻权臣的利器之一。宁蒋方面挟其庞

大政治资源 ,畀以张氏政治地位和势力 ,亦为活动奉张的方法

之一。

1930年 3月 26日 ,为了示惠张学良 ,蒋介石致电吴铁城主动

表示: “内政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与外交 (部 )次长 ,请汉兄即推人

电保 ,以便提出。”④同日也致电方本仁征询张学良 ,对中央拟任韩

复榘冀鲁豫剿匪总指挥、石友三为冀省主席之高见为何?⑤奉张对

此安排有所顾忌 ,主暂缓发布 ,蒋于方本仁来电文中批示: “准照汉

兄之意。”⑥ 6月 21日 ,国民政府且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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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蒋介石致方本仁电》 ( 1930年 3月 26日午时 ) ,《蒋档· 特交文卷》 ,总编号 268。

《蒋介石致方本仁电》 ( 1930年 3月 26日辰时 ) ,《蒋档· 特交文卷 》 ,总编号 240。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6月 12日。

《蒋介石致吴铁城电》 ( 1930年 3月 26日戌时 ) ,《蒋档· 特交文卷》 ,总编号 237。

《张学良复徐源泉电稿》 ( 1930年 5月 30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15

页。

《何成浚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6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33

页。

《徐源泉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5月 28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14-

15页。



上述例子中 ,宁蒋除对张氏畀以高位外 ,更让其参与中央政府人事

权、地方重臣任命权 ,足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曲承示好。

此外 ,随着战局变化 ,蒋急欲结纳奉张 ,乃同意东北军入关后 ,

平、津地区的军政权、财政权完全由奉系掌握 ;黄河以北军事亦皆

归张学良节制。 是以 ,当 1930年 8月 15日南京中央军克复济南

后 , 21日蒋介石由归德飞济南会晤韩复榘 ,并召集各军师长训令

切勿渡河北上 ,以避免张学良有所疑忌。① 10月底 ,孙连仲来归时 ,

蒋再度致电何应钦云:

对孙连仲可先言明 ,其部队在河北岸 ,则中央委任之后 ,

仍须归张汉卿之节制指挥 ;以河北军事 ,中央有明令 ,皆归张

节制也。倘其移南岸 ,则中央可直接指挥 ,故须先问明其意 ,然

后下令委任。②

足以证明 ,除给予奉张政治地位外 ,黄河以北军事 ,平、津地区控制

权等实质权势 ,皆为宁蒋活动奉张的利器。

(三 )给予充裕的财政支助

1929年中俄间发生“中东路事件” ,启衅之初 ,南京政府允诺

可出兵 10万 ,拨军费数百万元 ;后因讨伐西北 ,无暇兼顾 ,致一兵

未出 ,一文未拨。③东北军独立抗俄数月 ,不但兵疲民困 ,财政上更

是见绌。是以 ,充裕财政经费的挹注 ,对奉张而言 ,无异久旱甘霖。

宁蒋针对于此 ,尽量给予奉张充裕的财政支助。 首先 ,是由南京中

央向东北购买武器。宁蒋方面为了装备需要 ,曾向东北兵工厂订购

重野炮、山炮 ,及炮弹、手枪等。东北的售价虽高于日本 ,但吴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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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司马桑敦: 《张学良评传》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01- 102页。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 ( 1930年 10月 26日午时 ) ,《蒋档· 特交文卷》 ,总编号 936。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21日 ;万耀煌: 《万耀

煌将军日记》上册 ,台北 ,湖北文献社 1978年版 ,第 41页。



宋子文等皆主张向东北购买 ,如同给予东北财政支助于无形。①

其次 ,则为军队开拔费用。 1930年 6月 ,李石曾与张学良会商

出兵条件时 ,同意中央先汇款 200万元 ,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 ,

并如期于 6月 12日汇出。② 13日 ,李氏偕同胡若愚赴沪 ,对外宣称

系为了替张学良答谢致送寿礼者 ,且拟在沪就医治病③ ;实际上 ,

胡若愚南行完全是担心东北一经出兵 ,奉票金融将立生险象 ,才由

李石曾陪同到上海与财政部长宋子文面洽。④ 宋、胡磋商结果 ,宋

子文同意以新增加之关税担保发行公债 ,来解决奉票金融问题 ;同

时 ,蒋介石亦致电李石曾 ,请其转告张学良 ,奉票必可担保。⑤ 此次

东北出兵之举 ,虽因内部问题而作罢 ;不过 ,南京中央在财政上的

充裕支持 ,表现了一定诚意 ,也影响了奉张的态度。

1930年 8月 ,李石曾再度北上与张学良商谈东北军出兵事

宜 ,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 ,要求南京中央即付 500万元

作为军用 ,再借给公债 1000万元以为稳固金融之用。⑥ 蒋介石完

全允诺奉张条件 ,并电请宋子文速汇出兵费用 500万元 ,并另筹公

债 1000万元 ,以安张学良之心。⑦ 当时宋子文为筹 1000万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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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蒋介石致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电》 ( 1930年 9月 18日巳时 ) ,《蒋档· 特交文卷》 ,

总编号: 760。

《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9月 17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李石曾胡若愚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6月 17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6月 13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 《`中华民国’史料外编· 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 38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影印版 ,第 324页。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6月 12日。

《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电》 ( 1930年 4月 16日 )、《陈仪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4月

22日 )、《方本仁吴铁城致周骏彦朱孔阳电》 ( 1930年 6月 9日 ) ,《阎档· 蒋方往来

电文》。 后一电文中明确说明各枪弹榴炮原价 1元 ,现均须按 1. 91元计算 ,各项总

数共计 2912195. 5元。



债 ,颇感困难 ,曾致电蒋介石有所怨言 ,蒋于来电中批示云:

敬酉电敬悉 ,北方财政以全交奉张为妥 ,目下只求名义统

一 ,铁城等电不足为奇。但此时政局仍在奉张为转移 ,如不设

法交此一千万元公债 ,则彼又有借口。 请兄忍痛筹付 ,勉过此

关为盼。①

“忍痛筹付”正是宁蒋全力财政支持奉张的最佳写照。

(四 )主动告知军事情势

两军交战 ,军事情报本是极机密之事 ,不容泄露。但若为争取

第三者加入己方 ,则适度告知军事情势 ,实含有另一层面的宣传战

意味。 宁蒋为能争取奉张支持 ,自 5月中旬交战以来 ,即随时主动

向奉张告知战况。除了蒋介石亲电张学良外 ,主要是透过何成浚将

南京中央军的战情告知张氏或由方本仁等转告。② 例如 1930年 5

月 18日 ,蒋就曾致电张学良云:

本日我军克复归德城 ,已有捷军奉闻 ,计邀鉴闻。归德城

内自逆德集众死守 ,仅一昼夜围攻即破城 ,而其实赖炮火之

威。此兄之厚赐 ,中所铭感无已者。所请各项炮弹 ,务希饬军

械处赶速配运 ,未缴之款 ,当令即行汇奉也。③

此一电文 ,一方面告知南京中央军的捷报 ,另一方面感谢奉张慨允

批售械弹 ,才能克敌制胜 ,极尽笼络之意。

事实上 ,东北军非常重视南京中央军的战情 ,并且视为其出兵

与否的重要指针。 1930年 6月 25日 ,晋军攻陷济南 ,使得奉张对

于出关助蒋一事 ,更为谨慎。 7月 3日 ,张群等人就曾致电李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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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介石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5月 18日亥时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相关电文甚多 ,兹举数例如下: 《何成浚致方本仁并转张学良电》 ( 1930年 5月 17

日未时 )、 《何成浚致方本仁电 》 ( 1930年 8月 19日申时 )、 《何成浚致方本仁电》

( 1930年 9月 13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 ( 1930年 9月 24日酉时 ) ,《蒋档· 特交文卷》 ,总编号: 811。



云: “如我方军事有显著进展或易动之。”① 在张群、吴铁城等催促

下 ,张学良曾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 ,东北即可出兵。② 8

月 15日 ,蒋军克复济南 ,阎军退至黄河北岸 ;奉张即于 8月底由葫

芦岛返沈 , 9月 10日在北陵别墅召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 ,已决

定出兵拥护南京中央。 至此 ,宁蒋的活动终告圆满达成。

三、 晋阎的拉拢

1924年 9月 ,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 ; 10月 ,原为直系将

领的冯玉祥发动“首都政变” ,与奉系联合反直。 10月下旬 ,阎锡山

决定联冯反直 ,下令晋军向石家庄出兵 ,截断京汉铁路交通 ,阻挡

直系援军北上。③阎氏此次联冯反直 ,与当时担任奉军第三方面军

军团长的张学良形成同盟关系。 1926年夏 ,吴佩孚策动与奉系张

作霖恢复旧好 ,共同对付冯玉祥国民军系 ;阎锡山加入直、奉联盟 ,

参与讨冯战役 ,终使国民军败退西北。④ 9月 4日 ,张学良以奉军代

表身分亲自到太原会晤阎锡山 ,确认阎氏控制绥远省和西北军事 ,

以及收编部分国民军部队⑤ ,阎、张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1927年 6月 ,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改旗易帜 ,

公开响应北伐 ;翌年 12月 ,张学良亦宣布东三省易帜 ,阎、张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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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郭卫民: 《略论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关系之演变》 ,相从智主编: 《中外学者论张

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403页。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第 113- 116页。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104页。

于学忠: 《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经过》 ,赵政民主编: 《中原大战内幕》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474- 475页。

《张群方本仁吴铁城致李石曾电》 ( 1930年 7月 3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1929年 ,因国民政府实施国军编遣 ,遂引发地

方军人一连串反抗行动 ,阎锡山表面上与南京国府维持良好关系 ,

暗中则唆使冯玉祥、唐生智倒蒋 ,甚且代拟唐生智与西北将领的通

电稿。① 后因唐生智结纳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 ,引起阎的疑忌② ,

1929年 12月 20日 ,阎锡山、张学良等人乃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

一③ ,阎、张再度站在同一阵线。

1930年初 ,阎锡山决心起兵反蒋 ,他深切了解张学良举足轻

重的实力 ,是以 ,在与南京中央进行“电报战”之前 ,即已先委派邹

鲁携带通电 (即 2月 10日致蒋之电报 )原稿 ,赴沈阳征询奉张意

见。④ 此外 ,晋阎鉴于中东路事件以来 ,奉张与南京的争执在于外

交 ,尤其是对俄交涉问题 ,故由邹鲁向危道丰 (张学良驻北平代表 )

表示 ,太原会议同意将来组织政府时 ,外交部长由张学良推荐。⑤

不过 ,邹鲁直到 14日都无法与张会面⑥ ,其时 10日通电已发 ;晋

阎乃另派代表梁汝舟赴沈 ,梁于 18日抵沈分谒张学良等要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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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2月 14- 20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7期 ,总

2435页。

1930年 2月 14日 ,张学良致电吴铁城时云: “阎百川已派邹海滨来沈 ,弟尚未予接

见。”惟当时阎 2月 10日致蒋的电文已发。见《张学良致吴铁城电》 ( 1930年 2月 14

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3日酉时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3日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3日

酉时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2月 4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29年 12月 20- 26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1期 ,总

第 2313- 2314页。

《袁华选致唐生智电》 ( 1929年 12月 7日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29年 12月 10

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唐生智致蒋方震电》 ( 1929年 12月 18日 ) ,《阎锡山档案· 杂派民国 18年 3月至

12月往来电文》 ,台北“国史馆”藏 , 18. 0372. 42 /0032- 3- 12(以下简称《阎档· 杂

派往来电文》 ,并不再标注档号、藏所 )。



梁氏为宁蒋、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沈阳会晤张学良者 ,比南方

代表方本仁早了 5天 ,足见晋阎的积极态度及对奉张的重视。

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 ,主要的管道有二: ( 1)派遣代表赴沈

向张学良劝说 ; ( 2)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作相。至于阎锡山、冯

玉祥、汪精卫等要员直接与张学良往复的文电 ,就笔者目前所能掌

握的资料文献 (如台北“国史馆”庋藏的《阎锡山档案》、辽宁省档案

馆主编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奉系军阀密电》、《奉系军阀档案

史料汇编》① )中 ,并不多见 ,实在无法与蒋介石、何成浚等和奉张

往复文电数量相比。可见晋阎与奉张在这一层次的沟通上远远不

如宁蒋。其次 ,晋阎方面所派遣的代表② ,或是被挡驾无法会晤张

学良 ,或是匆匆见面而不能深谈 ,其与宁蒋代表方、吴、张等长伴张

氏左右所发挥的效用无异天渊之别。 简又文就曾评述云:阎、冯代

表贾景德与薛笃弼两个“老实头”到沈极力运动 ,无如囊悭术钝 ,与

吴铁城等相较 ,在在相形见绌 ,居于下风。③ 当时曾为晋阎代表一

员的陈公博 ,也曾回忆贾、薛二人的游说情形 ,他说: “我听见张岳

军 (张群 )和吴铁城都在沈阳鬼混 ,贾毓儒 (应为“贾煜如” )和薛子

良则终日坐冷板凳……他们 (指贾、薛 )都说小张纵使不助阎 ,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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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简又文: 《冯玉祥传》下册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42- 343页。

晋阎方面派往沈阳进行游说的代表 ,计有梁汝舟、张继清、温寿泉、门致中、孔繁 、

杨廷溥、邓哲熙、孙传芳、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陈公博、覃振、傅作义等十余人。

参《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2月 14- 20日、 3月 7- 13日、 3月 21- 27

日、 4月 4- 10日、 4月 11- 17日、 5月 9- 15日、 8月 22- 28日 ) ,《国闻周报》第 7

卷第 7、 10、 12、 14、 15、 19、 34期 ,总第 2435、 2486、 2514、 2549、 2559、 2615、 2783-

2784页。《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册 ,第 549、 562、 582、 609、 611、 612、 617、 618页。

其中贾景德、薛笃弼二人最具代表性 ,贾景德 ,字煜如 ,为阎锡山的幕僚长。 薛笃

弼 ,字子良 ,为冯玉祥的重要幕僚。

辽宁省档案馆编: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 ,江苏古藉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

1990年版 ,其中第 9、 10册搜录中原大战期间相关档案资料。



不助蒋 ;张岳军和吴铁城都跟他 (指张学良 )到葫芦岛 ,到北戴河 ,

但是始终张汉卿都没有和他们深谈。这个消息或者是可喜的 ,然而

贾毓儒 (煜如 )和薛子良也始终没有和张汉卿深谈。”①陈公博判断

奉张未曾与贾、薛深谈 ,确为一针见血 ,这也是晋阎方面一直无法

突破的瓶颈。 事实上 ,张学良不仅未与贾、薛深谈 ,还曾于 1930年

7月下旬三度拒绝贾、薛等人赴葫芦岛会晤之请。②

基于上述 ,无论阎锡山等或其所派遣的代表们 ,几皆不能与奉

张进行有效沟通 ;鉴于此 ,晋阎乃另辟秘密管道 ,直接结纳张作相。

张作相曾多次透露讯息予阎锡山③ ,此一秘密管道倒发挥了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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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晋阎透过当时天津市长崔廷献与张作相联络 ,张作相也经由崔廷献透露东北军动

态的讯息予阎 ,参阅《崔廷献致阎锡山亲笔函》 ( 1930年 9月 7日 ) ,《阎锡山档案·

各方民国 19年往来电文原案》 ,台北“国史馆”藏 , 19. 0372. 42 /2700- 1- 22(以下

简称《阎档· 各方往来电文原案》 ,并不再标注档号、藏所 )。

1930年 7月 21日 ,危道丰致电王树翰告知 ,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拟赴沈与张

学良商量组织政府方案。 22日 ,王树翰复电危道丰表示: “司令长官现在葫芦岛 ,一

时暂不归沈 ,岛中一切诸多不便。” 24、 25、 26日 ,危道丰又连续电询张学良 ,贾、薛

急欲出关晋谒。 26日 ,王树翰复电云: “岛中一切十分不便 ,来宾莅止 ,难迓高轩。”

27日 ,王树翰再复电危道丰云: “预计三、四星期后定可返省 ,此地诸多不便 ,来宾

莅止 ,恐失延接……” 28日 ,张学良再度拒绝贾、薛连山之行。 参阅《危道丰致王树

翰电》 ( 1930年 7月 21日 )、《王树翰致危道丰电稿》 ( 1930年 7月 22日 )、《危道丰

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4日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5日午时 )、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5日亥时 )、《王树翰致危道丰电稿》 ( 1930年 7

月 26日 )、《危道丰致王树翰电》 ( 1930年 7月 26日 )、《危道丰致王树翰电》 ( 1930

年 7月 26日亥时 )、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复危道丰电稿》 ( 1930年 7

月 27日 )、《王树翰复危道丰电稿》 ( 1930年 7月 28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

合集 ,第 205- 210页。

陈公博著 ;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 《苦笑录:陈公博回忆 ( 1925— 1936)》 ,香港大

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0年版 ,第 234- 235页。 后来薛笃弼回忆其出使东北时 ,也承

认确实无法与奉张深谈。 见薛笃弼《出使东北与大战结束》 ,《中原大战内幕》 ,第

478- 479页。



作用 ,但成效仍属有限。晋阎于倒蒋之初 ,即已了解奉张的关键地

位 ,也亟思拉拢张氏。 然综观其与张学良间的沟通管道 ,不顺畅且

缺乏奥援 ,犹如单兵作战 ,与宁蒋方面绵密的联络网相较 ,已先失

一着矣!

晋阎对奉张的拉拢 ,在管道不甚畅通的情况下 ,仍试图运用下

列三种方式 ,结纳东北势力:

(一 ) 诉求反独裁的政治理想

1928年底 ,东北易帜 ,达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蒋介石认为欲

迈向实质的统一政局 ,端视党权、军权能否归于一统。① 其具体办

法即为:实施国军编遣和召开中国国民党三全大会。 不过 ,在三全

大会前夕 ,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已视南京中央为“一切反动势力的

大本营”② ;更不满以指派代表方式产生的三全大会代表 ,谴责其

违反党内民主精神。此外 ,实施国军编遣也引发地方军人的疑忌 ,

而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在历次军事行动中 ,大都以“护党救

国”、“反独裁”相号召。汪精卫于 1929年 12月 1日 ,回答南洋通讯

社记者访问时 ,特别指出: “今日之倒蒋运动 ,就全体人民而言 ,则

为推翻专制 ,保障革命民权 ;就全党而言 ,则为打破个人独裁 ,恢复

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③

基于反独裁的理念 ,阎锡山一再宣示: “以整个的党 ,还之同

·18·

《近代史研究》 2000年第 5期

①

②

③ 汪精卫: 《关于党治之谈话》 ,南华日报社编辑部编: 《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 ,香

港 , 1930年 ,第 24页。

汪精卫等: 《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 ,查建瑜编: 《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 ,湖南人

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154- 157页。

蒋介石: 《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 ,党史会编: 《革命文献·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史料》第 21辑 ,台北 , 1968年影印版 ,总第 4128页。



志 ;统一的国 ,还之国民。”① 汪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 ,畅谈其政

治分权制的主张。② 此外 ,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 ,汪也写了一封长

电给张学良 ,电文中除谴责“蒋 (介石 )藉党之名 ,行一人独裁之

实” ,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

(一 )筹备召集国民会议 ,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

(二 ) 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 (其名称用约法抑用

宪法再定 ) ,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

基本大法 ,应由国民会议公决 ,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 ,将

来俟国民会议追认。 (三 )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

纲 ,由地方自治做起 ,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 (四 )

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 ,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 ,不直接干涉

政务。 (五 )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 (六 )总理遗教 ,所谓以

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 ,应集中人材 ,收群策群力之效。 (七 )关

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 ,不偏于中央

集权或地方分权。③

上述七项基础条件 ,可以视为阎、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 ,故 1930

年 9月 1日 ,北平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 ,即加速起草约法和筹开

国民会议等方案 ,也就是执行此一政治建设蓝图的开始 ,其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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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危道丰转汪精卫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9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

集 ,第 210页。

1930年 7月 24日 ,危道丰在贾景德、薛笃弼二人介绍下 ,一同去拜访前一天才刚

抵达北平的汪精卫。 汪对危说: “蒋 (介石 )之失败在一私字。 今后吾人应本大公无

我之精神 ,将国及国民导入安全路上。 对于政治取分权制 ;对于政府组织取人才集

中制、取合议制 ;对于党务纠正从前错误 ;即如民众运动决不取共产式之运动 ;须以

自治为基础 ,使民众在自治之下 ,各自发挥生产能力。”见《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4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7月 11- 17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28期 ,总

第 2716- 2717页。



谋求国家长治久安。① 晋阎即欲藉此政治理念来拉拢奉张。

(二 )畀以政治地位

阎锡山于 1929年“护党救国军”诸役中 ,被指为“工于心计 ,老

谋深算” , 1930年 2、 3月倒蒋时 ,部分地方实力派仍对其怀有戒

心。② 4月 1日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通

电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③ ,实具有反南京决心的

宣示作用。晋阎也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虚位以待张学良 ,冯玉祥就

曾电劝张氏云: “麾下国家重镇 ,中外钦仰 ,至祈顺袍泽推戴之情 ,

民众翘企之望 ,即日宣布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大局前途 ,实深利

赖。”④ 不过 ,奉张仍维持其中立态度 ,未就北方副司令职。

此外 ,晋阎方面调和西山派、改组派党统之争后 ,于 1930年 7

月 13日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 ;随即欲筹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府

“争正统”。阎锡山对于组织国府一事 ,再三表示以征得东北同意为

第一要义 ,并同意若奉张不要党治 ,国民党亦可以旁观 ,决不会为

大局的障碍。⑤ 9月 1日 ,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 ,推举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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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危道丰致王树翰电》 ( 1930年 7月 1日 )、 《汤尔和致王树翰电》 ( 1930年 8月 4

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3月 28日 - 4月 3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13

期 ,总第 2530页。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册 ,第 567页。

《赵辅宸致刘珍年电》 ( 1930年 3月 11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冯玉祥: 《冯玉

祥日记》第 3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135- 137、 139页。

陈进金: 《另一个“中央”:扩大会议初探 , 1930》 ,台北“国史馆”主办“国史上“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 “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 ( 1999年 12月 16— 18日 ) ,

抽印本 ,第 21页。



府委员 ,以阎为主席。① 又为了拉拢奉张 ,并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

中 ,委以较多奉系人士。② 不料 ,北平国府成立第二天 ( 9月 2日 ) ,

张学良就当面向晋阎代表傅作义表示 ,他并未赞成新政府的成

立。③张氏除拒出任国府委员外 ,同时召回已被内定为北平国府部

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

(三 ) 让与部分控制区

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 ,阎锡山控有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

两市 ,掌握华北六省市的军政大权和资源。 但由于战争期间 ,军用

浩繁 ,阎氏又得支持西北军和杂派饷项 ,其财政经费远不敷所

需。④ 是以 ,晋阎已无力运用金钱攻势来拉拢张学良 ,而其所能提

供奉张实质利益者 ,惟华北六省市的控制权。

晋阎和宁蒋自 5月中旬展开大战 ,反蒋军的战略是: 阎军自津

浦路南下 ,冯军自陇海路东进 ,谋夺取徐州 ;同时 ,李宗仁军队向湖

南进兵 ,威胁武汉。战争初期 ,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 ,

·21·

东北军与中原大战

①

②

③

④ 阎锡山曾发行战时赋税通用券 ,也曾欲以富贺银矿、井陉煤矿向日本、美国借款 ,以

解决其财政困窘。 见《麦焕章致李宗仁电》 ( 1930年 8月 10日 ) ,《阎档· 杂派往来

电文》。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 ( 1930年 9月 2日 ) ,《阎档· 各方往来电文原案》。

认为张学良必定支持北方政府的电文极多 ,如《邓鸿业致邓珊电》 ( 1930年 8月 31

日 )、《张文英致王振电》 ( 1930年 9月 1日 )、《齐慎致任应岐电 》 ( 1930年 9月 1

日 )、《北平冬日特讯》 ( 1930年 9月 2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此外 ,有关北平

国府部会总数记述不一 ,有谓各部内定人选为:外交部长顾维钧、司法部长罗文干、

农矿部长汤尔和、海军部长沈鸿烈 (以上奉系 ) ;交通部长贾景德、财政部长梁汝舟、

工商部长赵丕廉 (以上晋派 ) ;陆军部长鹿钟麟、内政部长薛笃弼 (以上冯派 ) ;国营

实业部长胡宗铎 (桂系 ) ;教育部长邹鲁 (西山派 ) ;侨务委员部长陈树人、蒙藏委员

部长白云梯 (以上改组派 )。见《王岫生致李家钰电》 ( 1930年 9月 6日 ) ,《阎档·杂

派往来电文》。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8月 29日— 9月 4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35

期 ,总第 2793页。



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 ,尤其 6月下旬攻陷济南 ,更为反蒋军进展之

高潮。 7月下旬 ,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 ,战场形势亦急转

直下① ; 8月 15日 ,蒋军克复济南 ,晋军退往黄河北岸 ,似已注定其

失败的命运。

鉴于战局失利 ,阎锡山亟谋奉张的支援。 8月下旬 ,晋阎代表

贾景德、薛笃弼、陈公博、覃振、傅作义、郭泰祺、孙传芳等相继赴北

戴河会晤张学良 ,表示愿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永久让与东北 ,

晋军撤回石家庄 ,与冯玉祥共守郑、洛。② 足见让出部分地盘来争

取张学良支持倒蒋 ,已是晋阎拉拢奉张的最后法宝。

晋阎透过上述三种方式 ,试图拉拢奉张一起倒蒋 ,但结果却不

能如阎锡山所愿。 张学良婉拒出任国府委员 ,对平、津地盘亦不为

所动 ;不过 ,阎、汪等反独裁的政治理念 ,却为奉张所接纳。 1930年

8月底 ,李石曾第二次北上会商东北出兵事宜时 ,张学良即再三提

及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 ,并以此二事作为与蒋发表联合宣言

的前提。③蒋虽于《日记》指责其: “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也”④ ,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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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24日、 9月 2日。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9月 2日 ;《李石曾致蒋介

石电》 ( 1930年 9月 4日申时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冷融致刘文辉电》 ( 1930年 8月 24日 )、《邱甲致刘湘电》 ( 1930年 8月 25日 ) ,《阎

档· 杂派往来电文》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24日、 9月 7日。

李宗仁军队于 6月下旬即放弃长沙 ,向南撤退 ,在衡阳附近遭到蒋军三面夹击 ,全

军几遭覆灭。 7月 4日 ,桂系大部退回广西境内 ,已无力北上。后来蒋把追击桂系的

十九路军和夏斗寅的十三师 ,调往徐州以北 ,投入津浦战场作战。 李韫珩五十三

师 ,从湖北经长江转海运 ,从青岛登陆 ,配合韩复榘部沿胶济线西进。 参阅张同新

编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349- 359、 374-

377页 ;黄仁宇: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

司 1994年版 ,第 102- 105页。



10月 3日 ,电请南京中央党部提前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

便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 ,及制定在宪法颁布

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① 由上述可知 ,晋阎的政治主张 ,不仅

为奉张所接受 ,亦为宁蒋所赞同 ,而于翌年相继达成。

四、 奉张的抉择

1928年的东北易帜 ,蒋介石居于主导地位② ;但 1930年的中

原大战 ,支持宁蒋抑与晋阎合作 ,张学良扮演关键角色。 3月 1日 ,

张氏发表通电云:

夫殊途原可同归 ,图终贵乎慎始。 在介公力任艰巨 ,固鞠

躬尽瘁之心 ;在百公 (阎锡山 )析理毫芒 ,亦实事求是之意。特

恐词纵详明 ,意难周到 ,每滋一时之误会 ,驯启众人之猜疑 ,或

且推波助澜 ,酿成战祸 ,循环报复 ,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

愿未偿 ,亡国之祸先至 ,非二公之所及料 ,亦非学良之所忍言

也……尤望介、百二公 ,融袍泽之意见 ,凛兵战之凶危 ,一本党

国付与之权能 ,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③

张学良通电劝告蒋、阎息争 ,共同领袖群伦。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把

蒋、阎同等看待 ,似乎隐含对宁蒋些许的不满 ;故蒋在复电时 ,特别

声明其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 ,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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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学良通电》 ( 1930年 3月 1日 ) ,《蒋档· 革命文献》第 7册 ,第 79页。

王正华: 《蒋介石与东北易帜》 ,台北“国史馆 ”主办 “国史上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 ( 1999年 12月 16— 18日 ) ,抽印本 ,第 26-

27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10月 3- 9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40期 ,总

第 2867页。



分裂之争。① 蒋、阎亦从此展开拉拢奉张的角力。

随着赴俄代表问题解决后 ,张学良的个人态度已较倾向南京

中央 ,其具体事例如下:

(一 ) 批售武器予宁蒋

诚如前述 ,南京中央为了装备需要 ,曾向东北兵工厂订购械

弹 ,实际具有财政支助奉张的意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当两

军交战时 ,第三者源源不断供售武器给其中一方 ,相对地也表示其

支持该方。方本仁就曾致电何成浚云: “吾兄与弟决知汉卿者 ,无论

如何决不至背介公而与冯合作。况汉卿近日再三济中央械弹 ,并向

中央荐人参加政治 ,其表示可见一斑。”② 适资证明奉张的态度较

倾向南京。

(二 ) 王家桢、胡若愚就南京国民政府职

1930年 9月 1日 ,北平国民政府成立时 ,张学良婉拒出任国

府委员 ,同时召回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等奉系人物 ,不让其加入

北方政府。但却保荐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

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③ 亦可看出张学良态度之端倪。

(三 ) 考虑就南京国府所委派副司令职

1930年 4月 1日 ,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分别就任中华民

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 随即一再电催张学良就副司令职 ,

奉张未予理会。 6月 21日 ,南京国民政府也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

军副司令 ,并由张群赴沈阳致送印信、任命状 ,奉张却一度考虑是

否就任该职 ,而分别电询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人。④ 从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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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学良致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电》 ( 1930年 7月 21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刘寿林等编: 《民国职官年表》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第 518、 997页。

《方本仁致何成浚电》 ( 1930年 5月 14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2月 28日— 3月 6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9

期 ,总第 2469- 2470页。



对南北方所委派副司令职的反应 ,其态度确实较倾向南京中央。

(四 ) 李韫珩部登陆青岛

1930年 7月底 ,李韫珩五十三师从湖北经长沙 ,拟转海运由

青岛登陆 ,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奉系海军

沈鸿烈所控制 ,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 ;蒋介石乃电请张学良 ,

令沈鸿烈准中央军停靠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① 8月初 ,因奉张的

协助 ,李韫珩部才得以陆续登陆青岛。 蒋介石得知李部完全登陆

时 ,于《日记》上云:

到青岛部队已完全上陆 ,集中胶州 ;兵力虽只一师 ,而青

岛为奉天海军所在地 ,我陆军得以上陆 ,在逆方观之 ,必疑奉

天方面已加入我战线矣! 且青岛可以上陆 ,则天津亦可以上

陆 ,阎锡山之后方动摇矣。 奉军虽未加入作战 ,而于我之政略

战略 ,皆占先一着矣。②

蒋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而奉张协助李部登陆青岛 ,亦影响宁蒋和

晋阎势力之消长 ,故张学良的态度已不言可喻矣!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 ,张学良个人态度确实偏于宁蒋。 故

1930年 7月底 ,张氏于连山葫芦岛“休养身体”时 ,曾三度拒绝晋

阎代表贾景德、薛笃弼等会晤之请 ;但宁蒋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

仁等人 ,却陪同在张氏身侧。在在说明张学良虽对外表示中立 ,实

则内心较倾向南京中央 ,至于东北内部意见则仍有待整合。

1928年 6月 4日 ,张作霖于皇姑屯遭日人暗杀 ,黑龙江督办

吴俊升亦遇难。③ 6月 19日 ,成立东三省保安会 ,张学良被推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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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册 ,第 356页。

《困勉记》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3日。

《蒋介石电吴铁城等转张学良令沈鸿烈掩护增援部队》 ( 1930年 7月 29日 )、《蒋介

石电吴铁城转张学良请电沈鸿烈准国军靠码头登陆》 ( 1930年 7月 30日 ) ,

《蒋档· 蒋总统筹笔》 ,总号 3551、 3593,档号: 2010. 20 /4450. 01- 018。



奉天督办、保安委员会主席 ,开启了张学良时代的序幕。 12月 29

日易帜后 ,解散东三省保安会 ,另立东北政务委员会 ,国民政府任

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翌年 1

月 10日 ,张学良以“勾结共产党”、“图谋内乱”等罪名 ,枪决了杨宇

霆、常荫槐① ,更奠定张氏在东北的统治实权。

张学良虽然已渐渐塑造其统治权威 ,但由于系因元老派张作

相等人支持 ,才得以掌握政权 ,故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人士的

意见。此外 ,东北地处关外 ,素为日俄两国所觊觎 ,如何维护东北利

益 ,才是张学良所关注者。 张氏曾致电徐源泉云: “弟处境困难 ,危

机四伏 ,东北情形特殊 ,想为兄所洞鉴 ,一切行动 ,每难如愿。”② 6

月 1日 ,又电何成浚云:

惟是东北自对俄冲突以后 ,创巨痛深 ,人民颠沛流离 ,视

中州殆有过之。而起视两邻 ,一则日肆欺凌 ;一则故为狡展 ,柳

忱 (莫德惠 )到莫 ,俄方百计刁难 ,会议能否成立 ,尚不敢定。弟

以辁材 ,支撑艰局 ,只此对内对外 ,已实有应付不暇之势。③

由电文内容可以了解 ,奉张立场虽倾向南京 ,但对出兵助蒋一事 ,

仍须持审慎态度的原因。

1930年 6月 5日 ,趁东北各要员到沈阳祝寿之便④ ,张学良在

北陵集会商议应付时局办法 ,会中意见约分成三派: 张作相、张景

惠、汤玉麟和汲金纯等人主张保境安民 ,不与任何一方合作 ;王树

翰、莫德惠、刘尚清、沈鸿烈、鲍文樾等人主张与南京合作 ,其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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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1930年 6月 3日为张学良 30岁寿诞 ,东北各军政要员几皆赴沈阳祝寿。

《张学良复何成浚电稿》 ( 1930年 6月 1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12

页。

《张学良复徐源泉电稿》 ( 1930年 5月 30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15

页。

《杨常伏法之判决书》 ,《张学良文集》第 1册 ,第 160— 162页。



树翰主张最力 ;此外 ,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臧式毅、荣臻等人则

静候张学良决定。① 因为内部意见不一 ,张学良仍举棋不定。适于

此时 ,宁蒋祝寿专使李石曾留沈与奉张再三磋商出兵事宜 ,张学良

于 6月 14日致电何成浚云: “关于使战局早就结束 ,减轻人民伤

害 ,仁者之怀 ,实符鄙愿。石曾先生留沈 ,连日迭与晤商 ,正在详慎

策划中。”②

张、李会商后达成出兵助蒋的初步共识 ,南京汇款 200万元作

为军队开拔费用 ,并协助解决奉票金融问题。奉方则因张作相不赞

同出兵 ,拟由张学良亲率 4个嫡系师和于学忠部入关。③ 6月 13

日 ,李石曾偕同胡若愚赴上海 ,与宋子文讨论奉票问题 ,蒋介石、宋

子文皆允诺协助解决。 不料 , 6月 18日东北高级干部会议竟否决

出兵 ,使得入关助蒋一夕生变 ,方本仁、吴铁城等闻之亦“不胜诧

异”④。究其原因为: 奉系过去数次入关皆对东北无裨益的历史经

验、南京中央军在陇海线反攻失利 ,以及与宁蒋有关中俄外交问题

的心结等。⑤ 为此 ,何成浚电告张氏云:

曩者中俄外交 ,政府因受牵制 ,未能尽力为东北助 ,主座

深为抱歉。但时至今日 ,非先平内乱 ,不足以制强俄 ;非主座与

公切实合作 ,则内乱势必延长 ,难保强俄不伺隙而动 ,防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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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并转谭延 胡汉民电》 ( 1930年 6月 20日 ) ,《阎档· 蒋方

往来电文》。

《方本仁吴铁城致古应芬并转谭延 胡汉民电》 ( 1930年 6月 20日 ) ,《阎档· 蒋方

往来电文》。

《舒绍基致汉口某电》 ( 1930年 6月 17日 ) ,《阎档· 蒋方往来电文》。

《张学良复何成浚电稿》 ( 1930年 6月 14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17

页。

张友坤、钱进主编: 《张学良年谱》上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458页。



属不易。①

到了 7月下旬 ,张学良再度因是否就任南京委派副司令职 ,而

与张作相等相商。 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三人皆劝张氏应该继

续“保持中立” ,“沉机观变”。② 万福麟更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

如能中立最好 ,万不得已时 ,“则与其接近中央 ,莫如接近西北”。③

东北军因无法统合内部意见 ,而延宕出兵入关一事。

8月中旬 ,爆发“马廷福事件” ,使宁蒋和奉张关系几乎决裂。

马廷福为东北军于学忠部驻临榆旅长 ,阴图协同团长孟百孚、安福

魁 ,出兵袭击平、津 ,依附蒋介石 ,事为于学忠所发觉 ,遂于榆关、北

戴河二处分别予以逮捕。④ 据调查马廷福等之异动 ,系受军事参议

院参议陶敦礼贿买 ,陶以给予 200万元、马部扩编为 3个师、马廷

福升任军长等条件 ,诱使马旅入关助蒋。⑤因陶敦礼与南京代表方

本仁同乡 ,又曾任职何成浚部 ,故平、津及上海等地均流传“马廷福

事件”完全由蒋方所主使 ,并且认为此一事件将导致宁蒋与奉张正

·28·

《近代史研究》 2000年第 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有关陶敦礼贿买马廷福金钱数额有 200万元、 300万元二说 ,主张前者有《张学良

进关秘录》 (第 84页 )、《张学良年谱》 (上册 ,第 474页 ) ,主张后者有《张学良文集》

(第 1册 ,第 305页 )、《张学良生平年表—— 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 (第 112页 )。

笔者无从判断 ,暂列 200万元。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8月 15- 21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33期 ,总

第 2776- 2777页。

《万福麟致王树翰等电》 ( 1930年 8月 1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35

页。

《万福麟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2日 )、《张作相复张学良电》 ( 1930年 7月 23

日 )、《张作相复王树常等电》 ( 1930年 7月 23日 )、《汤玉麟复张学良电》 ( 1930年 7

月 24日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30- 32页。

《何成浚致张学良电》 ( 1930年 6月 24日亥时 ) ,《奉系军阀密电》第 5、 6册合集 ,第

23页。



式决裂 ,东北必定加入讨蒋行列。① 蒋介石于《日记》上也曾感

叹云:

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 北方军阀政客 ,其不欲使国家统

一 ,而割据自私之心 ,传统相承 ,不能破除。此我中华之所不能

立国于今世 ,而为帝国主义所陵侮不已也。 呜呼! ②

原本较倾向宁蒋的奉张 ,因“马廷福事件”而态度似乎有所转

变 ,相继与北方代表贾景德、薛笃弼、郭泰祺、傅作义、覃振、陈公博

等人会晤商讨时局。据覃振等向记者谈话指出: 张学良认为北方主

张 ,公正光明 ,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 ,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

增加恶感。③实际奉张对北方组织政府的态度仍不明确 ,不过因此

一事件而对南方有所怨言 ,几乎改变初衷。④ 为避免东北有所芥

蒂 ,蒋介石除亲电张学良解释外⑤ ,也请何成浚、吴铁城、方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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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蒋介石电张学良云: “中极望孝侯参加讨逆 ,惟必以秉承兄命为先 ;至背孝侯而向其

所部运动 ,非极愚妄者 ,决不出此想 ,高明必能洞察也。”《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

生》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19日。

《张学良进关秘录》 ,第 84页。张学良曾致电何成浚云: “陶敦礼去年曾来奉一次 ,今

年被晋方逐出北京 ,来奉居住 ,弟以宽大待人并无歧视。 讵近日行甚密 ,往来于榆

关、北戴河之间 ,煽惑军队 ,意有所图。 东北向为整个的 ,虽有一二人被其诱惑 ,即

经发觉。据耀庭言 ,我兄曾有电来 ,不准陶在此有所作用 ,足征远见。现已将陶敦礼

逮捕 ,正在审讯 ,特电奉告。”语气虽平和 ,仍指陶与何有关系。 见《张学良致何成浚

电》 ( 1930年 8月 14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8月 16日 ,张学良又致电张作相

等云: “查东北军队向称团结 ,此次事件如果实现 ,不惟破坏军纪 ,且足贻笑外人。”

见《张学良致张作相万福麟臧式毅荣臻电》 ,《张学良文集》第 1册 ,第 305- 306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 1930年 8月 22- 28日 ) ,《国闻周报》第 7卷第 34期 ,总

第 2783- 2784页。

《困勉记》 ,《蒋档· 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20日。

《张笃伦致刘文辉电》 ( 1930年 8月 18日卯时 )、《王岫生致李家钰电》 ( 1930年 8月

21日 ) ,《阎档· 杂派往来电文》。



张群等人 ,切实向张氏说明真相① ,并于 8月 21日赴济南制止南

京中央军渡河北上 ,终于取得奉张的谅解。

“马廷福事件”后 ,李石曾再度衔命北上 ,当时南京中央军已克

复济南 ,李氏赴北戴河与奉张洽商出兵具体条件 ,双方终于达成共

识。张氏随即返沈于 9月初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 ,会中

张作相、张景惠仍表示反对出兵助蒋。惟张学良心意已决 ,曾愤而

退席 ,张作相等遂放弃主张。② 9月 18日 ,奉张即发出“呼吁和平 ,

即日罢兵 ,静候中央 (南京 )措置”的通电 ,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

率东北边防军第一、二军入关。 至此 ,宁蒋和晋阎拉拢奉张的角力

告一段落 ,中原大战亦即将落幕。

张学良自发表 3月 1日通电以来 ,其公开态度似表中立 ,实则

较倾向于南京 ;但直至 9月 18日通电 ,才明白支持宁蒋 ,拥护南京

国民政府。张氏迟迟未能决定出兵助蒋 ,其因在于东北内部意见不

一 , 6月虽曾一度考虑亲率部队入关 ,亦因张作相等反对而作罢。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 ,东北军对于出兵助蒋 ,无论持赞同或反对意见

者 ,其着眼点皆在于东北利益 ,并非派系倾轧。是故 ,让张学良举棋

不定的主要因素为“国家统一”与“东北利益”之间的纠葛。

“东北利益”一向是奉张和东北军各派首重的目标 ,“国家统

·30·

《近代史研究》 2000年第 5期

①

② 据当时任张学良军事秘书的王铁汉表示 ,会议中张作相、张景惠等仍坚持保境安

民 ,不过问关内事。张学良颇不耐烦 ,即说:我惟有辞职不作了。愤而退席。经顾维

钧、王树翰、万福麟协调缓冲 ,才继续主持会议。 张作相即表示: 你是司令长官 ,有

不得已的苦衷 ,可以不遵守大元帅的遗言 ,我和叙五 (张景惠 )为大元帅的部属 ,更

可以放弃主张 ,不必生我的气 ,由你做主好了。 参阅王铁汉《东北军史略》 ,台北 ,传

记文学出版社 1982年修订版 ,第 82- 83页。

《民国 19年之蒋介石先生》 ,《蒋档·文物图书》 , 1930年 8月 19、 20日。



一”则为张学良的重要信念① ,其于 9月 18日发表通电前夕 ,曾对

《大公报》记者表示: “衷心不愿国家再分裂 ,南北成立两政府”②。

但当“东北利益”和“国家统一”有所冲突时 ,孰为重? 孰为轻? 则是

奉张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为求“国家统一”而危及“东北利益” ,不

仅东北军各派无法接受 ,亦非张学良所愿意 ;张氏所追求的是将

“国家统一”和“东北利益”结合 , 9月 18日通电 ,就是此一目标的

初步体现。

就军事方面而言: 8月 15日南京中央军已克复济南 ,晋军退

至黄河北岸 ;同时 ,中央军在陇海线的攻势亦居于上风。 东北军此

时出兵入关 ,用力最少 ,获利最多 ;尤其张学良采取和平方式 ,几乎

不费一兵一卒 ,即接防河北等地。③

就财政方面而言: 自中东路事件以来 ,奉票即面临通货膨胀问

题 ;虽自 1929年开始发行补助奉票的“现大洋票” ,但财政金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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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北军入关前曾有两个方案:一为直驱张家口、大同 ,根本解决晋军 ;一为预行通知

晋军 ,命和平退出河北。 张学良采取第二案。 参阅《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2册 ,第

624页。由于学忠给王靖国的一封电文可资证明东北军系和平接收 ,该电文云: “王

军长治安兄勋鉴:久闻声威 ,中 (忠 )心倾向 ,敝军此次接防河北 ,旨在倡导和平 ,对

于各方均持友善态度 ,谅邀明 。 顷奉东北张司令长官电令 ,着派一旅开赴保定接

防等因 ,刻正准备不日即可出发 ,除电商会及各法团查 (? )照 ,俾免误会外 ,特先奉

闻 ,即祈察照见复为幸。 弟于学忠叩寝。”见《于学忠致王靖国电》 ( 1930年 9月 26

日 ) ,《阎档· 各方往来电文原案》。

《张学良文集》第 1册 ,第 315- 316页。

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西村成雄都强调张学良具有民族主义意识。 张魁堂也认为

皇姑屯事件后 ,张学良自知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欲免东北

危险 ,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 ,才能转弱为强”。 参阅波多野善大著、林明

德译《中国近代军阀之研究》 ,台北 ,金禾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379- 380页 ;《张学

良—日中の霸权と“满洲”》 ,第 40- 42页 ;张魁堂: 《张学良传》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1- 32页。



有匮乏之虞。①南京中央军答应汇送开拔费用 ,并协助解决奉票金

融问题 ,对东北财政及开发东北富源 ,实有莫大助益。

就外交方面而言: 中东路事件尚未完全解决 ,仍与俄国谈判交

涉中 ;其次 ,日本帝国主义在旁虎视眈眈 ,早有侵略东北野心。②为

维护东北和平秩序 ,抵抗日俄侵略 ,必须倚赖中央 ,而且是一个“统

一”的中央。

就个人权势而言:南京中央同意将平、津地区和黄河以北 ,完

全归奉张节制 ,同时委派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就年仅

30岁又颇思一番作为的张学良而言 ,能跻身中央要津 ,成为中国

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人 ,同时 ,扩大东北地盘 ,使势力及于华北 ,无

论为个人计或为东北计 ,皆不免令其心动。

基于上述几项因素 ,张学良遂于 9月 18日发表通电 ,拥护南

京中央 ; 10月 9日 ,在沈阳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五、 结　论

1930年的中原大战系民国史上规模甚大的一场内战 ,而影响

战争的关键之一即为东北军入关。 1930年 2月 ,蒋阎进行“电报

战”时 ,均已了解张学良足以左右南北局势 ,奉张乃成为宁蒋和晋

阎所共同争取的目标。 3月 1日 ,张学良发表通电 ,表示中立 ,对宁

蒋、晋阎采等距关系。为了结纳东北军 ,衔命出关的南北代表 ,不绝

于途 ,沈阳、北戴河成为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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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长期派员在中国搜集情报 ,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准备。以 1930年中原大战为例 ,

东京东洋文库藏有日本在天津特派员上田雅郎所搜集的《昭和五年天津情报》手稿

本 2册 ,内容具体分析中国南北对峙局势 ,尤其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态度等。 此份资

料承蒙西村成雄教授慨允复印转送 ,特此致谢。

《张学良—日中の霸权と“满洲”》 ,第 53- 55页。



就蒋、阎与奉张的联络管道而言:宁蒋方面 ,除蒋介石、何成浚

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外 ;也派遣与东北渊源甚深的方本仁、吴铁

城、张群等长驻关外与张氏协商 ;此外 ,李石曾两次北上与张学良

洽谈东北军出兵的具体条件 ,终于促成奉张入关助蒋。至于晋阎方

面 ,为了拉拢奉张 ,虽也相继遣派贾景德、薛笃弼、陈公博、覃振、傅

作义等十余人 ,竞相出关游说张学良一起倒蒋 ,并接受中央党部扩

大会议的任命 ,毅然加入北平国民政府。但由于彼此管道不畅通 ,

又缺乏有力奥援 ,贾、薛等人甚至被拒绝会晤 ,其成效诚属有限。

再就蒋、阎拉拢奉张的方式而言:蒋方除了对奉张晓以国家统

一大义外 ,更挟其庞大的政治资源 ,畀以张学良政治权位和充裕的

财政支助。阎方除了诉诸反独裁的政治理念外 ,虽也愿意给予奉张

政治地位和部分控制区 ,但却仍无法达成目标。 经过蒋、阎双方的

角力 ,奉张于 9月 18日发表通电 ,拥护南京中央 ,即原本对宁蒋、

晋阎的等距关系 ,有了改变 ,如下图所示。

图 1为发表 3月 1日通电时 ,奉张、宁蒋、晋阎三者的关系图 ;

图 2则为发表 9月 18日通电时 ,奉张、宁蒋、晋阎三者的关系图。

事实上 ,图 1中之 A(奉张 )、 B(宁蒋 )、 C(晋阎 )三点中 ,居于主动

关键地位者 ,并非 B、 C而是 A,即决定东北军入关的是张学良。其

中缩短图 1中之 B(宁蒋 )、 A(奉张 )两点距离的原因 ,除了宁蒋绵

密的联络管道外 ,主要是倾全力支持奉张财政 ,这是晋阎所无法办

到的 ;此外 ,冯玉祥与俄国的关系 ,以及汪精卫武汉政权的表现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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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奉张合作的意愿。 不过 B(宁蒋 )点试图缩短与 A(奉张 )距离

的过程中 ,曾经有负面因素产生 ,即 8月 14日的“马廷福事件” ,幸

赖宁蒋有效化解 ,才免于影响最后的结果。

张学良个人态度自 3月 1日通电以来 ,即较倾向南京 ,但为了

统合东北军内部意见 ,迟迟未能决定出兵 ; 6月 ,张氏曾一度考虑

亲率部队入关助蒋 ,也因张作相等人反对而作罢。其实 ,张学良或

东北各派人士 ,无论是否主张协助宁蒋 ,其均以东北利益为主要目

的。因此 ,当奉张衡量军事、财政、外交以及个人权势等方面 ,发觉

“东北利益”可以和“国家统一”结合时 ,即毅然发表 9月 18日通

电 ,决定出兵助蒋 ,也促成中原大战的提前落幕。

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 ,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 ,予日本帝国

主义者以可乘之机 ,不幸于一年后的同一天 ( 1931年 9月 18日 ) ,

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 ,使东北沦陷于日本铁蹄下达 14年之

久。是以 , 1930年张学良入关助蒋 ,其功过殊难定论!

〔作者陈进金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曾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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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ern Army and China 's Civi l Wa r in 1930

Chen J injin ( 1)………………………………………………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s file ( Da-

shin File) , and Yan Xishan 's file preserv ed at Academia Histo rica , and Se-

cret Telegrams of the Fengtian Clique ( edited by the Liaoning A rchiv es ) ,

this paper explo r es how Nanjing 's Chiang Kai-shek and Taiyuan 's Yan Xi-

shan tried to per suade Feng tian 's Zhang Xueliang to join their respective

par ties during China 's civil w ar in 1930. This paper also elabo rates how Chi-

ang Kai-shek, Yan Xishan and Zhang Xueliang contacted with each o the r,

and examines the r easons w hy Zhang Xueliang finally decided to make a

move and choo se to help Chiang Kai-shek instead of Yan Xishan.

The Development and Inf luence o f Broker 's Sto rehouses in Mod-

ern Shandong Zhuang Weimin ( 35)…………………………
The rise o f broke r 's sto rehouses wa s th e result of changes in the mod-

ern ma rket str uctur e. They benefited fr om new trends, and further ed exist-

ing tr ends. Af ter th e tr eaty po r ts w ere opened, broker 's sto r ehouses g r ew

first in por t cities, then ex tended g radua lly into inland markets and the prin-

cipa l lines o f trade in na tiv e and for eign goods. On the one hand, br oker 's

sto rehouses connected trade conducted by fo reign firms w ith Chinese mer-

chant management, and promo ted the exchange o f na tiv e and for eign good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lo sely linked inland me rchants to po r t ma rkets,

fo rming trade netwo rks in which brokers play ed a key role. The broker 's

sto rehouses had thr ee ba sic functions: br oker , tr ust ag ent, and w holesale r.

They surpa ssed or replaced the ro le of comprado rs in many fields after 1900,

contr olling th e main trade in staple g oods be tween China and fo reign 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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