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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路  一本書 

 

 
古人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而此次從北京到華盛頓﹑再從

華盛頓至舊金山返京﹐行程兩萬多公里﹐我手中始終捧讀的卻只有一本

書﹕《清代野史 — 一個王朝模糊的背景》。書名雖為“野史”﹐但實際

上是輯錄了晚清民國期間記述有清一代史事的筆記資料十多種﹐其間

更包括了孟森﹑辜鴻銘﹑梁啟超等大家大作。讀完掩卷﹐除感慨於清王

朝世態萬象之繁複﹐更有憑古思今的塊壘於胸﹐欲一吐為快。最終決定

還是重拿輕放﹐僅從書中信手鉤沉出若干故事﹑人物與言論以饗同好。 
 

 

甲午一役﹐無疑是壓死清王朝這匹瘦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今日關於甲午海戰之因仍眾說紛紜。而據漢史氏著《清朝興亡史∕



清日之戰》與梁啟超之《李文忠公事略∕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

所載之史事﹐甲午之戰之因﹐端在於當時清王朝在處理朝鮮事務上

的首鼠兩端﹑態度不明朗。 
自滿清入關之前﹐朝鮮就一直是清王朝的藩屬國﹐內政外交

均由清王朝主導﹔而朝鮮也一直以甘心依仗於滿清這一強大的帝

國維護其安全。但從鴉片戰爭敗於西人開始﹐帝國正處於衰敗前

夜﹐自保尚且不自信﹐加之朝內崇洋恐外已成風氣﹐對於是否履

行庇護朝鮮之職責開始變得動搖。 
同治 11 年﹐日本欲與朝鮮通商﹐朝鮮依清律不允﹔後在日本

逼威之下﹐申言必問於中國。而日人當時也認為﹐作為中國的藩

屬國﹐朝鮮至多算“半主之邦”﹐其外交是應該由中國主之﹐這

也符合國際法要求。於是﹐日本政府派特使到清王朝詢問此事。

而此時的中國外交當局“以畏事之故”﹐竟然匆忙間回答日本人

說﹕“朝鮮國政﹐我朝素不與聞﹐聽貴國自與理論可也”。日本

人一聽﹐大喜過望﹐再度派特使赴朝要求通商。而朝鮮一方面絕

望於中國關鍵時刻拋棄朝鮮﹐另一方面懾於日本之國力強盛﹐終

於在光緒元年與日本訂立和約。而和約的第一條竟然是﹕日本認

為朝鮮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與日本所簽訂的和約是基於雙方自主

平等之基礎之上。 
日本人成功進入朝鮮﹐引發了英﹑美﹑德﹑法諸國竟相效猶﹐

紛紛要求朝鮮開放通商口岸。面對眾列強的虎視眈眈﹐光緒五年﹐

朝鮮再度求助於中國。時主持中國之外交事務的李鴻章密函致朝

鮮太師李裕元﹐讓其與上述四國訂約﹐謂“借此以防禦俄人﹑牽

制日本”云云。而在朝鮮眼中﹐所謂“防禦俄人﹑牽制日本”本

是中國的責任﹐讓朝鮮一小國與各大國訂約﹐不過是中國再度背

棄於朝鮮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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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六年﹐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致信李鴻章﹐認為朝鮮自古

為中國藩屬國﹐今更是中國抵禦日本的屏障﹐朝鮮一旦有事﹐中

國必感“唇亡齒寒”。因此﹐我朝不僅不應該放棄朝鮮﹐還應該

重新承認朝鮮是中國附屬國﹔中國也應該於朝鮮設駐紮辦事大

臣﹐再度主持朝鮮外交。而李鴻章卻回答說﹕如果我們私下裡來

維持保護朝鮮﹐尚且可能進退自如﹔如果明目張膽提出朝鮮歸我

保護﹐一方面朝鮮未必總是聽話﹐另一方面各列強將可能把矛頭

都指向中國﹐如此一來﹐“他日勢成騎虎﹐深恐彈丸未易脫手

爾”。如此之首鼠兩端﹐使中國再度失去了一次主導朝鮮事務的

主動權。 
光緒八年﹐侍讀張佩綸再度上書李鴻章﹐請求政府派大員到

朝鮮幫助理其外交之政。而李鴻章的回答一如給何如璋的回答。 
自此之後﹐各列強不再承認中國對朝鮮事務的主導權﹐肆無

忌憚地在朝鮮“攻城掠地”﹔而朝鮮也不再對中國能夠蔭護其主

權和人民抱以希望﹐自主周旋於列強中間。 
但是﹐失去列強承認與朝鮮信任的清王朝心裡卻又不甘心全

然退出朝鮮事務﹐因為畢竟朝鮮事實上曾是中國藩屬國﹐且又是

中國戰略屏障。因此﹐光緒十年﹐朝鮮內亂﹐清政府趁機派兵戡

定﹔但早就想深度介入朝鮮事務的日本也趁機出兵朝鮮。於是﹐

光緒 11 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簽訂條約﹐約定一旦朝鮮有

事﹐中日兩國需要派兵前往時﹐必須先知會對方。這一條約非常

之不合常理﹕不僅再度罔顧朝鮮感受﹐而且承認了日本與中國共

同擁有對朝鮮事務的干預權。也正是這一條約﹐為中日甲午黃海

一役埋下了伏筆。 
光緒 20 年 3 月﹐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當時滿清王朝駐朝鮮

的商務委員是袁世凱。袁不僅數次致電李鴻章要求出兵﹐而且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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恿朝鮮王李熙乞求李鴻章派兵。於是﹐李鴻章於五月初一日派海

軍“濟遠”﹑“揚威”二艦﹐以“護商”為由赴仁川﹑漢城﹐同

時調直隸提督葉志超帶淮勇 1500 人渡海向牙山。而得到中國外交

知會出兵的日本也急遣海軍赴仁川﹑漢城﹐同時命陸軍五千從廣

島急赴朝並先於葉志超所率部隊佔領牙山。一時中日兩國在朝鮮

形成了重兵對峙之勢。 
李鴻章此前想得比較簡單﹕中國派兵朝鮮﹐是因為“藩屬有

亂﹐卑詞乞援﹐而上國有應代靖亂之責任”﹔中國派兵之前知會

日本﹐不過是遵守天津之約。但日本也派重兵前往﹐卻毫無理由。

因此﹐日本應該撤軍。但日本人卻不這麼想。日本人對李鴻章說﹐

朝鮮根本不是中國藩屬國﹐只是一“與萬國平等之自主國”﹐而

這點是中國此前親口對日本承認過的﹔中國現在卻“復申言朝鮮

之世為中國藩屬﹐於法理無據”﹔卻以幫助“靖定內亂”為名派

兵干涉朝鮮內政﹐不過是想獨家主導朝鮮事務﹐作為“利益攸關

方”的日本當然不幹﹐因此﹐也要派兵前往以“與中國相抵制”﹔

並且﹐“重兵既發﹐有進無退”。 
應該說﹐此時此刻﹐朝鮮的態度也許能起一定作用。但因“中

國按天津之約知會日本出兵”之事感覺再度被中國愚弄﹑同時又

被日本相對於中國更為優勢的兵力震懾了的朝鮮﹐於是提出讓中

國首先撤兵的主張。中國人當然不會同意﹐便提出與日本同時撤

兵。日本人不僅堅持不撤兵﹐反而繼續從國內兵調朝鮮。到 5 月

底﹐漢城﹑仁川日軍已達萬人﹐並盡扼戰略要衝。而此時李鴻章

卻寄希望於俄國與英國居中調停﹐結果“冀獲漁人之利”的俄英

自然不會真心調停﹐還徒使中國軍隊失去了最好的戰備機會﹕甚

至在海戰爆發之前都未能將藏匿於威海衛的北洋水師各艦隻開至

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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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扼腕的是﹕甲午 5﹑6 月間﹐雙方陸軍已在朝鮮開戰﹐

日本兵船如梭織般活躍於黃海﹐丁汝昌等將領已向朝庭請求主動

出擊敵艦﹐竟然被昏庸的執政當局以“不能主動挑釁於日方”﹑

“軍人不知外交”等理由拒絕﹗ 
至此﹐中日之戰在所難免﹐且勝負已先注定。而大清氣脈也

被此役所終結。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但後人仍然可以“復盤”以推利害﹐以

吸取教訓。如果當初清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持朝鮮是中國藩屬國地

位﹐並在兵勢上堅持把保護朝鮮安全始終做為戰備基礎﹐不僅不

會從道義上失去朝鮮﹐理虧日本﹐而且在戰爭中未必如此之慘敗。 
回顧這段歷史﹐連對李鴻章總體評價甚高的梁任公﹐竟然一

連用了 12 個“咎”﹐來責備李鴻章。其中﹐“始誤勸本我朝藩屬

朝鮮與外國立約﹐昧於公法﹐咎一”﹔“既許立約﹐默認其自主﹐

而復以兵干涉其內亂﹐授人口實﹐咎二”﹔“日本既調兵﹐勢固

有進無退﹐而不察先機﹐輒欲倚賴他國調停﹐致誤時日﹐咎三”﹔

“‘高昇’事未起之前”﹐將領“請以先戰而不能用”﹐以“不

欲釁自我開﹐以為外交之道應爾”﹐“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

而“不知遂令反客為主﹐敵坐大而我愈危。咎五”﹔“鴻章將自

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敵日本﹐故憚於發難也。’雖然﹐身任

北洋﹐整軍經武 20 年﹐何以不能一戰﹖咎六。”因此﹐梁啟超最

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日之戰﹐起於朝鮮﹐推原禍始﹐不能不

謂李鴻章外交遺恨也。”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德宗外交之大度》中還記有這樣一

件“趣”事﹕光緒乙末﹐在得知依靠中國無望的情況下﹐朝鮮既

稱帝號改元﹐並派特使來我朝。有大臣建議說﹐朝鮮過去就是我

大中國的藩屬﹐現在“夜郎自大”﹐不如絕交算了。光緒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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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朝不能再擁有它﹐這樣的小國就只能依附日本了。日本

左右其立國建元﹐它就是我們的鄰國。與其他鄰國相比較也就沒

有什麼兩樣。我不會拒絕其他鄰國的特使﹐也就沒有理由不見朝

鮮派來的特使”。後來﹐黃遵憲奉命出使日本時﹐事先草擬了一

“國書”﹐光緒帝特別在“國書”中“大日本國皇帝”之前加上

了“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個字。而根本不知道﹐此時日本國

已是我朝敵國﹗ 
讀罷上述這些﹐思前想後﹐欲說萬語千言﹐但此處僅想講兩

層意思﹕ 
之一﹕新中國立國之初﹐毛劉周朱一代﹐果斷決定志願兵入

朝作戰﹐後又簽訂兩國間協議﹐實質上把朝鮮安全納入我之保障

範圍。其格局之偉大﹐由甲午一役﹐即可知矣﹗ 
之二﹕近十幾年朝鮮問題緣何如此複雜﹐緣何一向仰仗於我

的朝鮮也玩起了“遊走於大國之間”的遊戲﹖如何不失去對朝鮮

問題的主導權進而不失去東北亞這一重要戰略屏障﹖由甲午一

役﹐已有前車之鑒。 
 

 

接著想說說琉球。 
《清代野史》中提供的史料甚少﹐僅有兩處﹕《清代興亡史》

第 70 節〈棄琉球群島〉﹐以及張祖翼所撰《清華野記》中〈琉球

貢使〉。因此﹐我可能也寫不長﹐但即使字數寥寥﹐我也一定要寫。 
據《清代興亡史》所載﹕琉球群島﹐過去分為山南﹑山北﹑中

山。明朝初年中山王統一琉球後﹐冊封三王分別治三島﹐世通朝貢。

滿清入關之後﹐一如明制。但由於領地狹小﹐離日本又很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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懾於日本之日漸強大﹐琉球人後來也朝貢於日本。同治 11 年﹐有

一些琉球百姓在海上遭受風災行船至臺灣東部﹐不幸遭到臺灣東部

原居民殘害﹔第二年﹐日本本島一些漁民同樣因遇到颱風行船到此

地避難﹐亦遭到當地居民虐殺。於是﹐日本派特使到清政府就此事

進行交涉﹐清政府將此事交與李鴻章處理。李鴻章回答日本人說﹕

“臺灣東部係化外之民﹐政府所不能治”。日本人說﹕“那好﹐你

不能治﹐我們來治。”便派出軍艦五艘﹐擊退番民﹐佔據臺灣東部。

聽到此消息的清政府此時急了﹐以“臺灣全島均為我國版圖”為

由﹐令日本人撤兵﹐但日本人根本不聽。於是﹐清政府又派出船政

大臣沈葆楨統帶水師﹐赴臺備戰。同治 12 年﹐日本再度派出大久

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與清政府進行交涉。這次清政府派出奕忻與之

進行談判﹐自然也沒有什麼結果﹐雙方到了宣戰邊緣。於是﹐清政

府請出英國駐中國公使魏多瑪居間調停﹐“償日本金 50 萬兩”﹐

換取了日本撤兵臺灣。但是﹐日本同時已宣稱琉球是日本屬地。琉

球居民為此專門派員與清政府交涉此事。而以“保下臺灣本島為悻

事﹑再保琉球實屬不易”的清政府﹐此時竟然沒有理會﹗於是﹐光

緒三年﹐日本人公然廢除琉球王﹐設置沖繩縣。開始醒悟過來的清

政府與日本力爭﹐奈何力不如人﹐於是琉球就這樣被日本人佔領

了。即使如此﹐1875 年﹐日本政府要求琉球解除和清之間的冊封﹑

進貢關係﹐仍然遭到了琉球統治階層（琉球士族）的拒絕﹐琉球人

仍然希望清政府能夠出兵。直到 1879 年日本再度增兵琉球﹐琉球

已完全被日本納入囊下。 
同治四年（1865 年）﹐15 歲少年張祖翼在常州﹐適逢琉球貢

使過境﹐他親睹武進﹑陽湖兩縣令接待貢使事﹐在晚年寫下了〈琉

球貢使〉﹐回憶款待儀式甚詳。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張祖翼反

思痛失琉球之因。張氏認為﹐琉球全域面積不過中國一大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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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來也就是中國一個縣﹐並沒有國王。但明代洪武帝好大喜功﹐

賜琉球縣令土酋金印﹐封為國王﹔同時又賜 36 姓福建沿海精於海

上操船的漁民﹐來輔佐琉球國王﹐結果搞得琉球地位反而不如當

初中國一縣明朗﹐似乎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其時日本正當幕府時

代﹐列藩分封﹐不相統一﹐勢力弱小﹐琉球得以在母國蔭護下延

續國脈四百餘年。但同治以降﹐日本經明治維新﹐勢力逐漸做大﹐

此時“回顧臥榻之下﹐有人酣睡﹐又非條約之國﹐遂一鼓滅之﹐

夷為沖繩縣矣”。 

張祖翼文中特別寫道﹐琉球被日奪佔之前﹐最後一任由我朝

任命的國王﹐年青時是在京師國子監接受的教育。徐姓孝廉是他

的老師﹐不僅教他治縣理政﹐還教他習詩練墨。琉球王居然學得

非常快。回琉球後一方面努力施政﹐同時還經常與臣下吟詩作聯﹐

一派其樂融融景象。 
哦﹐看來琉球在歷史上的確屬於中國﹗這是我在讀完上述文

字後得出的結論。 
但為何在我此前的閱讀中﹐即使是現在大陸人寫的關於琉球

的文字﹐都不像對待釣魚島一樣對待琉球﹖更不要說是外交對琉

球有主權宣示﹖ 
答案難道就在張祖翼的文字中﹖因為歷史上明王朝對本來屬

於中國一個縣的琉球進行冊封﹐結果使得隸屬於大明王朝的琉球

縣﹐變成了與大明王朝“朝貢關係”的一個藩屬國﹖而 1872 年明

治政府把琉球國改為琉球藩﹐將琉球國王尚泰封為琉球藩王﹐在

確立日本與琉球的關係上做的正是與當年明王朝相反的事情﹖但

一個名稱的改變有如此重要嗎﹖ 
回國之後﹐憑著此前我閱讀的印象﹐我重新找到了中國最優

秀的日本問題研究尤其是琉球問題研究學者孫歌所撰寫的兩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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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篇是發表於《讀書》雜誌 2006 年第 4 期〈從那霸到上海〉﹔

另一篇是發表於同一雜誌 2010 年第 2 期的〈內在於沖繩的東亞戰

後史〉。再讀這兩文字﹐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墨濃時﹐驚無語”

的感受。 
我從孫歌的文字及其所推薦的新崎盛輝著《沖繩現代史》中

得出這樣兩個印象﹕ 
其一﹐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從心裡把琉球人當成日本人﹐而一直

在把琉球人作為“他族”。也因此﹐從二戰開始一直到 1972 年沖

繩被美軍“歸還”日本之前﹐日本一直把沖繩視為“工具地域”。

二戰結束前﹐日本把沖繩戰役作為抵抗美軍登陸日本本島最後一道

防線﹐戰爭極其慘烈﹐沖繩出身的三萬士兵以及 9.4 萬普通居民付

出了生命﹐而那些普通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日本佔據者強令

“寧肯自殺也不允許投降”不得不集體自殺或被日本軍人成群趕

進大海淹殺。二戰結束之後﹐“沖繩在戰爭後期就被日本政府‘丟

卒保車’了”。“沖繩以琉球之名脫離了日本﹐但是卻沒有獲得自

由﹐因為它被置於美國的佔領之下。在世界強權政治的網絡之中﹐

沖繩這個被踐踏的區域社會卻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它是美國稱

霸全球的重要軍事基地﹐也是日本轉嫁危機的一個載體。”曾經依

靠美麗浩瀚的海洋以及在朝貢體系下經與各國貿易自由生活的沖

繩人﹐在軍事佔領下只能靠“基地經濟”維生。使得“沖繩在當今

世界是一個飽受淩辱但卻不被真正尊重的地方”。也正因“沖繩被

日本政府離棄和歧視對待的現實”﹐孫歌還指出﹐“在戰後思想史

脈絡裡﹐日本本土的進步知識分子一直傾向於把沖繩看作日本的受

害者﹐因為它不僅是太平洋戰爭時期的犧牲品﹐而且在戰後美軍基

地的蹂躪下依然付出著沉重的代價”。“本土日本人中的良知者對

於沖繩近代以後的遭遇有著深刻的罪孽感﹐他們常用‘沖繩應該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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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者‘沖繩不是日本’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其二﹐琉球人至今仍然為自己的適當身份在懷疑與抗爭。歷

史上在求助於作為母國的清政府無果背景下被日本佔據﹔二戰後

期又被日本人所拋棄﹔在美軍佔據下到底“是美國的一個州還是

東亞的一個孤兒﹐也一直是曖昧不明的問題”﹔1972 年施政權又

被重新強行“交還”給日本。琉球人這種“身份”上的悲情感可

想而知。也因此﹐自 1972 年以來﹐琉球人“反復歸﹑求自治”運

動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其中﹐“反復歸論主張通過徹底斬斷沖繩人

自身構成日本國家統治沖繩內在基礎的‘大和情結’﹐從而與日本

國家在根本上相抗衡”。而“求自治”表明﹐一再被“國家”拋棄

甚至愚弄﹐琉球人對於“國家”已經失去信心﹐他們希望建立一個

沒有國家的自治社會。“脫離美國和日本﹑回歸歷史上的琉球﹑重

新獲得獨立自治﹐這就是沖繩人鬥爭的最終到達點。” 
但也正如孫歌所指出的﹐“沖繩人卻是在孤獨中戰鬥的。他

們的孤獨不僅起源於一次次被日本政府出賣﹐而且也起源於難以

找到沖繩以外區域的深度理解者和同盟軍”。 

那麼﹐現在我們是否應該問一問﹐歷史上曾是中國人的沖繩

人在孤獨戰鬥時﹐中國可以做些什麼嗎﹖ 
在越洋飛機上﹐讀完《清代野史》中所載琉球文字﹐聯想到

不久前釣魚島風波再起﹐美國人提醒日本人說“不排除中國甚至

可能提出琉球主權問題”時﹐我下意識以袖掩面﹗ 
 

 

還想說說太平天國運動中洋人在中國擔當的角色。 
曾任曾國藩重要幕僚﹑晚清重要思想家﹑外交家的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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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著《咸同將相瑣聞∕客將》中有這樣的評論﹕“洪秀全﹑

李秀成以拒絕外人而滅﹐左﹑李諸公以利用外人而集大勛。”此

話不謬。 
太平天國事起之後﹐勢如破竹﹔幸有湘淮軍及曾﹑左﹑李等

人物崛起﹐才勉成兩軍對壘之態勢。而此時列強對中國局勢的態

度﹐可從俄公使伊格那對恭親王一番話中看出。梁啟超在《李文

忠公事略》中記載有這位公使的說法﹕“歐美諸邦﹐是時新通商

於中國﹐其必不欲中國之擾亂固也。故當兩軍相持﹑歷年不決之

際﹐彼等必欲有所助﹐經冀速定……彼時歐美諸國﹐右投則官軍

勝﹐左投則敵軍勝﹐勝敗之機﹐間不容髮。” 
當時情況的確是這樣﹕英法聯軍已與清政府簽訂和約﹐“合

法佔據北京”﹐庇護著歐美諸國資本家貪婪地從中國攫取財富﹐

並且剛剛嚐到甜頭。所以﹐列強並不希望中國陷入動亂。太平軍

起事﹐並很快席捲大半個中國﹐尤其是佔據了最重要的商賈之地

江浙滬一帶﹐與清政府軍鏖戰﹐極大妨礙了列強與中國“做生意

發財”。所以﹐此時列強與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普通百姓一樣﹐

都希望政局能儘快穩定下來。而在太平軍與政府軍相持階段﹐擁

有堅船利炮的列強如果插上一槓﹐把砝碼放在哪一邊﹐對於最後

的勝負的確可能是決定性的。 
事實也是如此。儘管曾國藩率領的湘軍與李鴻章率領的淮軍﹐

的確遠勝過滿清八旗子弟軍﹐但仍然也只是與太平軍打了個平手

而已。但後來﹐李鴻章請美國將官華爾出面﹐組織洋槍隊﹐使局

勢很快扭轉。梁啟超是這樣評價華爾及其洋槍隊的﹕“華爾

者……沉毅有才……屢與敵戰﹐常能以少擊眾﹐所向披靡﹐故官

軍敵軍皆號之曰常勝軍。”華爾陣亡之後﹐李鴻章再用美國將官

白齊文﹔白齊文後私降於李秀成﹔李鴻章復用英國將官戈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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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登在克復蘇州一役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也為清政府最終剿

滅太平軍奠定了基礎。所以﹐梁啟超的觀點與薛福成的觀點都認

為﹕李鴻章勛名與利用洋人大有關係者也﹗ 
但歷史上列強首先並不是把機會給清政府﹐而是給了太平

軍。按那位俄國公使伊格那事後的說法﹕“北京政府之腐敗﹐久

已為西人所厭憚﹐其屬望於革命軍者必加厚﹐亦情勢之常矣。”

也就是說﹐當時列強對於清政府之腐敗早已不耐煩﹐所以一開始

對太平天國運動抱有希望。“故英國領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

特不目洪秀全為亂賊而已﹐且視之與歐洲列國之民權革命黨同一

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間或供給其軍器彈藥糧食。” 
後來的發展未按先前的邏輯。按梁啟超的說法﹐在南京建都

後不久﹐“洪秀全驕侈滿盈﹐互相殘殺﹐內治廢弛﹐日甚一日”。

而歐美有識之士﹐從其一系列舉動中也看出﹐“所謂四海兄弟﹐

所謂平和博愛﹐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

實與中國古來歷代之流寇毫無所異﹐因確斷其不可以定大業。於

是英法美等國﹐皆一變其方針﹐咸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

亂”。 
俄公使伊格那的說法是﹕“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識﹐

內修厥政﹐外諳交涉﹐速與列國通商定約﹐因假其力以定中原﹐

天下事未可知也。豎子不悟﹐內先腐敗﹐失交樹敵﹐終為夷繆﹐

不亦宜乎﹖而李文忠之功名﹐亦於此成矣。”這段話則表明了更

進一層的意思﹕洪秀全的腐敗固然使列強失望﹐但洪氏不願讓利

於列強﹐亦使列強失望﹐於是﹐李鴻章借機得以利用洋人。 
太平軍著名將領李秀成拒絕洋人則有另外之理由。 
我必須說明﹐對於李秀成這個人﹐遍翻《清代野史》﹐無論

是《清代興亡史》﹑《李文忠公事略》﹑《咸同將相瑣聞》﹐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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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平天國戰紀》﹐朝野內外﹐均對李秀成的“智勇絕人﹐仁

愛馭下﹐廣施德政”大加讚賞﹐並言若李秀成早主太平天國﹐則

天下早已被李秀成奪去。梁啟超甚至這樣對比李秀成與李鴻章﹕

“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於洪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

王﹐一謚文忠﹐皆可以當之而無愧。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

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敗一成則天也。”梁啟超甚至認為﹐李

秀成在道德上高於李鴻章。因為李秀成從不濫殺無辜﹐從不殺降

將﹐對清將殉難者禮遇有加﹔而李鴻章竟然誘降太平軍將士﹐然

後又食言全部殺害。 
曾為剿滅太平軍立下汗馬功勞的“洋槍隊”首領華爾被李秀

成在四江口大敗並擊斃之後﹐美國人白齊文接任隊長。但白齊文

見官兵無能﹑秀成氣焰正熾﹐最後投降了李秀成。投降之後﹐白

齊文向李秀成出主意﹕放棄江浙﹐“盡斬其桑茶﹐毀其廬舍”— 
相當於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 而後集中兵力北上控制中原

地帶。這樣一來可直接威脅京畿﹐二來可讓湘淮水軍在陸地上無

用武之地﹐如此可成王業。但李秀成並沒有聽。後來﹐白齊文又

為李秀成購買軍械﹐包括汽船與新式炮。這些新式槍械在蘇州之

役初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李秀成並沒有因此而重視白齊文﹐

使得白齊文非常失意﹐最終離開了李秀成。 
那麼﹐李秀成為什麼不用洋人呢﹖後來﹐秀成在其“自供狀”

中專門陳述了原因。他承認說﹐“洋兵攻城﹐其力甚足……其炮

利害﹐百發百中”。但是﹐洋兵也僅僅是依靠其堅船利炮而已﹐

並且仗勢欺中國人。不特欺太平軍﹐而且欺清軍﹐欺百姓。秀成

回顧太倉一戰說﹕“洋兵打入太倉城後﹐把守城門。凡清朝官兵﹐

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由洋兵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

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有一千之洋兵﹐要挾制我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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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肯服﹖”“故我不用洋人者﹐為此也。” 
由此可見﹐李秀成的確有中國傳統士大夫氣﹗他深知﹐僅靠

洋人幫助憑強力奪天下﹐天下雖能得﹐然德性盡失﹐天下不能服﹔

同時﹐靠洋人幫助奪天下﹐洋人將來必定要替國人掌控天下。所

以﹐他寧肯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奪天下。當然最終未能如願。 
不過﹐薛福成對於太平軍不用洋人一事﹐表達了這樣深刻的

歷史洞見﹕“雖然﹐幸而洪氏不信外人耳﹐倘亦憑藉外兵﹐各倚

一國以相犄﹐則中國之為埃及﹑印度﹐早在 30 年前﹐外禍之亟﹐

寧待今日哉﹗” 
用今天的大白話說﹐薛福成最擔心的是﹕如果太平軍也像清

政府一樣利用洋人﹐然後政府軍與太平軍都各自依靠某一列強在

中國形成相持之勢﹐那麼中國都就像當時的埃及和印度一樣﹐被

列強所蹂躪和瓜分﹐等不到甲午一役了。 
薛福成的擔心也是當初他的主子曾國藩之擔心。當各列強都

主動上門要求派兵中國支持清政府剿滅太平軍並得到朝內普遍支

持時﹐曾國藩卻認為﹐當中國疲敝之際﹐讓外人出兵中國﹐正好

為外敵最後侵吞中國留下後患﹐“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上

上之策﹐是利用外國將官﹐而不讓其出師。 
即使如此﹐據《清代之竹頭木屑》記載﹐後來曾國藩手下愛

將胡林翼圍攻安慶太平軍時﹐策馬登龍山﹐周覽眺望﹐見形勢壯

偉﹐喜曰﹕“此處府視安慶﹐如在釜底﹐敵雖強﹐不足平也。”

然而﹐當他到了長江邊上﹐看見助他進攻太平軍的洋人所駕駛西

洋船隻“鼓輪西上﹐迅捷異常”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未至

營即中途嘔血數升﹐不久後鬱鬱而終。在“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

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時﹐這位著名湘軍將領﹐很清楚地意

識到中國將亡於列強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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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冰室野乘》中還記載有英將戈登歸國之前留給李鴻章的

“十大國策”﹐均涉及軍事與外交﹐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看來仍然

不失“戰略意義”。比如﹐第三條說﹐“中國一日不去北京﹐則

一日不可與人開釁。因都城距離海口太近﹐無能阻擋﹐此為孤注

險著”﹔第四條說﹐“陸軍無勁旅﹐則水師無退步。今宜先練陸

師﹐再練水師”﹔最後一條說﹐“亟宜設稅務學堂﹐令華人習學

關稅事宜﹐以備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優給”。 
還值得一說的是﹐《李文忠公事略》記載﹐蘇州一役﹐戈登

作為談判官﹐以“二品之賞”作保﹐引太平軍八猷投靠清軍。但

八王投降之後﹐李鴻章假意“設宴大饗彼等於坐艦﹐號炮一響﹐

伏兵起而駢戮之﹐並殺餘黨數千”。作為保人的戈登聞之大怒﹐

自攜短銃尋覓鴻章﹐欲殺之以償其罪。搞得李鴻章數日不敢歸營。 
讀完上述故事﹐我個人的感受總括起來有三點﹕ 
其一﹐“師夷人之長技以制夷”﹐這句話或者應該改成“師

夷人之長技以制國人”更合適。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晚清政府官僚﹐

真正向洋人學習並利用洋人的﹐是用來對內對付中國人自己。僅

此一點﹐梁任公認為有人把李鴻章與俾斯麥相比較很可笑。因為

“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 
其二﹐必須承認﹐與中國人相比較﹐英美等列強及其精英人

物有大陰謀與大智慧﹐故不屑小聰明與小手段。但今日之國人﹐

要麼以己度人﹐以小格局觀西人﹐耍小計謀於西人﹔要麼看不透

前者﹐只看到後者﹐因而惟洋是瞻。 
其三﹐從中國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以來的歷史均表明﹐挾洋

自重﹐尤其是欲憑藉外部力量處理內部矛盾﹐客觀上無異引狼

入室﹐禍國殃民﹔主觀上不得人心﹐必遭唾棄。李鴻章當年是

這樣﹐後來的汪精衛也是這樣﹐最後在民意上均成了“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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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今世“買辦者”﹐其才學與胸襟卻不及李鴻章與汪

精衛格局之萬一。 
 

 

應該結束此文了。然而我仍感胸臆難平。 
人們都說歷史不應該被忘記。而萬里路讀一本書的經歷告訴

我﹕當下與未來發生的一切  — 比如朝鮮問題與中日東海之

爭 — 均是歷史的自然延續﹔而最大的歷史教訓﹐也許真就是

“後人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吸取過歷史的教訓”﹗ 
輟筆之際﹐無由想起一句話﹕好大一片河山﹐明年春來﹐又

是千樹啼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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