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问题讨论·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所谓

“一二月内定有变动”何指?

——与杨著《西安事变新探》商榷一个问题

蒋永敬

　　西安事变这一“难解之谜” ,因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 (以

下简称《新探》 ,台北大东图书公司 1995年版 )的问世 ,有了突破。

过去有关西安事变的著作 ,可谓汗牛充栋 ,但能充分利用档案资料

者 ,尚不多见。《新探》在这方面的成就 ,毫无疑问地迈进了一大步。

该书从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中 ,对于解决这一事变的若干因果之

迷 ,确实作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 ,值得去思

考和探索。

一、事变前一个文件的争议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预谋? 还是“临时起意”? 其中涉及一

件文件的解释问题。据《新探》引述 1936年 11月 30日驻西安之中

共代表刘鼎的来电称: 张学良表示: “一二月内定有变动 ,红军只要

能设法牵延一二月 ,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次日 ,毛泽东等给彭德

怀等的电报中 ,对张学良电报内容 (应指刘鼎引述张之表示 )的解

释是:

　　甲、李毅 (张学良化名 )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 ,但又谓

无法长停 ,似蒋 (介石 )尚不愿取长期守势 ,我军仍须一面

整理 ,一面准备作战 ,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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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①

　　由于《新探》所引述刘鼎的“来电” ,不是原文和全文 ,难对著者

的解释表示意见。 毛致彭电 ,据著者所注 ,则是电报原文。

　　《新探》著者认为: “在中共中央解释 (即毛等电报 )之后 ,作为

原电最关键的`西北之联军’这几个字被忽略了 ,一二个月定有变

动一句 ,也被理解为因绥远抗战爆发 ,西北乃至全国形势可能在一

两个月内有较大变动” ;“中共中央丝毫没有看出 ,张学良有自己主

动变动政局 ,造成前此西北大联合计划中的西北抗日联军的想

法”。②

　　依《新探》对以上电文的解释 ,认为张学良所谓的“一二月内定

有变动” ,是张有“主动变动政局”的想法。至于如何“变动”时局?何

时“变动”时局? 著者认为是一个颇难判断的问题。 而毛泽东等所

谓的“一二个月内定有变动” ,著者认为是指因为绥远抗战的爆发。

所以毛对张电的认知 ,有所差异。

　　何者符合事实? 笔者认为颇有商榷的必要。本文的假设 ,是毛

之解释较合事实。

二、绥远抗战与“变动”政局

　　要验证所谓“一二月内定有变动” ,是否因绥远抗战的爆发 ,这

要看张学良和中共对绥远抗战的方针和活动 ,同时也要看蒋介石

对绥远抗战的决策和措施。 前者《新探》中的材料 ,可谓俯拾皆是 ;

后者殊被忽略。 就前者而言 ,寄望因绥远抗战而带来政局的“变

动”;甚或因绥远抗战的持续与扩大 ,导致剿共内战的“全线停止” ,

张和中共一直有此愿望 ,也曾不断的向此方向努力活动。如今绥战

既已爆发 ,正是促成政局“变动”和停止剿共的机会。为了掌握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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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机会 ,中共中央在 12月 2日两次致电北方局负责人刘少

奇 ,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 ,以便利红军行动。与山西

阎锡山、绥远傅作义接洽的条件是: ( 1)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

线 ,划定一定防地 ,帮助解决给养、弹药。 ( 2)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

统一指挥 ,并不干涉晋绥行政。 ( 3)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

处 ,以资联络。①

　　中共中央致刘电所提各点 ,也是张学良与阎锡山在一个多月

前有所商议的 ,据张告诉中共驻西安代表叶剑英说 ,阎的态度是:

( 1)请蒋领导联红抗日。 ( 2) (略 )。 ( 3)如蒋不干 ,阎决不顾一切牺

牲 ,联合晋军、东北军、红军 ,全力抗战 ,并将绥远之固阳、包头、五

原、安北、临河五县给红军 ,同时支持宋哲元抗日。阎又问张: ( 1)苏

联能否准红军到绥远? ( 2)苏联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 ( 3)

红军能否听指挥?

　　对于上项的拟议和问题 ,中共中央于 10月 23日的答复大要

是: ( 1)同情晋绥当局抗战决心。 ( 2)盼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 ,以至

订立抗日协定。 ( 3)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 ,红军决不向晋绥冒险

开进。 ( 4)双方谅解之后 ,红军依约进入划定防区 ,服从统一指挥 ,

决不干涉晋绥行政。 ( 5)苏联援助 ,可担任介绍。②

　　蒋对绥远抗战 ,虽与陕甘剿共同时并举 ,但在军事作战方面有

主从攻守之分。如绥战持续与扩大 ,则剿共可从可守 ;反之 ,如陕甘

剿共危及绥战后方的安全 ,则绥战势难持续 ,其军事重心势将转向

陕甘剿共。此将大不利于张学良之“联共抗日” ,而剿共内战的“全

线停止” ,更没有希望了。这个局面的转换 ,阎、张两人都负有重大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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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蒋执意扩大绥远抗战

　　关于绥远方面的情况 ,自 1935年 12月 12日 ,日伪军攻占了

察北的沽源等 6县以后 ,日本人即积极制造“蒙古国”。 1936年 5

月“内蒙军政府”在嘉卜寺 (原名化德县 ,距张北 200里 )成立 ,德王

任“总裁”。扩充伪蒙军 ,日人助以大批武器 ,进扰绥东。10月中 ,伪

蒙军与中国军队在绥东时常发生遭遇战。 11月中 ,伪蒙军在日本

的飞机和炮兵掩护下 ,对中国军队展开攻击 ,企图攻取兴和、陶林、

平地泉、绥垣 ,截断平绥路。

　　蒋于 10月 22日到西安 , 29日到洛阳 ,直到 12月 4日才再去

西安。一面督饬陕甘剿共 ,同时主持绥远抗战 ,并派陈诚赴晋指挥。

令袭取察北之张北及商都 ,意在扩大绥战 ,傅作义支持之。惟阎受

到徐永昌劝说 ,不愿因此而招“大敌”。据徐 10月 27日的《日记》:

　　早间开会前与陈辞修 (陈诚 )谈久之。 渠主汤恩伯部

(中央军 )假晋军旗帜袭取张北 ,同时宜生 (傅作义 )部袭

取商都。对此 ,蒋先生来电催实行。余 (徐永昌 )主张不因

小利而招大敌 ,且我准备太差 ,共党近在肘腋 ,非万不得

已 ,不可寻敌。阎先生右余说 ,拟日内如陕与蒋面议。盖

恐蒋先生有深意也。①

　　 10月 31日 ,阎和徐、傅等到洛阳 ,对绥战如何讨论 ,尚无文献

足征 ,不过阎有反对“联共抗日”之论 ,说“共党之通电抗日 ,乃绝对

投机” ;又云: “盖战必有几分把握 ,未有求败而战者”。②

　　 11月 17日下午 ,蒋自洛阳来到太原 ,讨论军事 ,主张袭攻商

都及百灵庙。 24日 ,傅作义部占领百灵庙。这天 ,蒋自洛阳电阎:

“已预备飞机七十架 ,拟轰炸张北与商都 ,予日伪以重大打击”。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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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为“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 ,亟商阻止之法。 次日 ,陈诚到

太原 ,转达蒋令: “即日袭攻商都、张北”。陈并出示军委会及德顾问

所订《战斗序列》及《国防部组成系统》 ,付讨论。 26日 ,太原绥署讨

论蒋之电令 ,陈诚坚持执行蒋令 ,阎不同意 ,乃亲笔拟电文致蒋反

对。陈谓:蒋已准备布置信阳为长江上游之作战重心。29、 30日 ,蒋

连续电阎:即攻商都与南壕堑 ,渐收复张北等 6县。阎回电仍作“支

吾”。①

　　蒋对绥远抗战 ,可谓相当的坚持 ,不因阎之再三的反对而有所

改变。 如谓稍作让步 ,可能是把袭攻张北改攻南壕堑 ,仍要收复张

北等 6县。当时晋方对蒋之措施颇有不解 ,有谓“蒋受反对者胁迫

太甚 ,晋绥军不进攻无异倒蒋者”。谣言繁多 ,令人困惑。②

　　蒋之执意扩大绥远抗战 ,到 12月 2日以前 ,尚无改变的迹象。

一直到 12月 3日 ,陈诚告诉晋方: “已不主动攻商都矣”。③这是蒋

改变了战略 ,放弃对察省的攻势 ,绥战为之停缓。这一重大转变 ,正

是张学良由西安单身架机飞来洛阳见蒋以后的事。 蒋为何突然放

弃绥战的攻势? 这是一项关键性的问题。 此与张之来洛阳有无关

连? 实为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四、张到洛阳与绥战停摆

　　张学良对东北军入绥抗日 ,有强烈的企求。 11月初 ,蒋允东北

军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调赴绥远抗日 ,表示对张的容纳。晋绥军攻

占百灵庙时 ,张连续电蒋请往洛阳面陈意见。 随即上书“请缨抗

敌” ,要求将东北军调绥抗战。张的参谋长晏道刚亦电蒋为张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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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大钧告晏 ,蒋对其请求 ,曾作较长时间的考虑。① 蒋在《日记》

中的反应是: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 ,而不愿剿共 ,此其作事无最后

五分钟之坚定力也。”意思虽不同意张“带兵抗日” ,但仍希望张能

坚定“最后五分钟” ,仍留陕甘后方剿共 ,俾绥远前方抗战无后顾之

忧。至于东北军参加抗日 ,只是时间的问题 ,故深慨“彼 (张 )于事之

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 ,何其茫然耶”! ②然张之目的 ,显然是为实现

晋军、东北军、红军全力抗日的前议。 如此 ,则剿共之内战即可“全

线停止”。而西北及全国局势定有较大的变动。所以中共中央在 12

月 2日两次致电刘少奇 ,要他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 12

月 1日 ,张也得到毛泽东 11月 30日的电报 ,派叶剑英再来西安商

量两军行动“新步骤”。③这显与绥远抗战有关。张以迫不及待的心

情 ,于 12月 2日单身架机飞洛阳。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 ,张到洛阳不但未能助长绥远抗战之持续

与扩大 ,反而引来蒋氏转调大军集中后方剿共 ,停摆了绥战。 这是

因为张的军情报告 ,后方出了“危局”。请看蒋的 12月 2日《日记》:

　　东北军之兵心 ,为察绥战事而动摇 ,则剿赤之举 ,或

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 ,故余 (蒋 )不可

不进驻西安 ,以资镇慑 ,而挽危局。④

　　蒋之不顾阎锡山的再三反对 ,执意扩大绥战 ,就政略言 ,未尝

不是欲藉攘外以安内 ,转移目标对外 ,消弭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

今内部出了问题 ,后方根本动摇 ,前方何能作战? 必须先救内部危

局 ,故又回到“安内攘外”的原点。张之意外的“搅局” ,招来更大的

麻烦 ,如要政局有所“变动” ,只有另辟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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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谓“定有变动”非预谋“政变”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 ( 11月 30日 )的一项电文中所谓“一二

月内定有变动”一事 ,过去的著作有认为这是张要发动“政变”的暗

示。① 笔者也曾一度认同此说② ,《新探》著者杨奎松认为张在此时

“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③。已较他著迈进一大步。笔者今就绥

远战况与变化所得结果 ,认为张所谓的“定有变动” ,并非预谋“政

变”之意。此与《新探》的解释尚近 ,但方向有所不同而已。更重要

的 ,是笔者要藉此来补正本身过去的缺失。

(责任编辑 :谢维 )

(作者蒋永敬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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