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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基金”及李鴻章受賄問題
Δִਝ۩ਝ͇̂ጯጼரયᗟࡁտ͕̚!!ૺ͛͢!
許多研究近代中俄關係的歷史著作﹐都提到俄國為其遠東戰
略設立“李鴻章基金”1 及向李鴻章行賄一事。2 這事牽扯到對李
鴻章的定性﹕如果受賄行為屬實﹐李鴻章在《中俄密約》及“中
東鐵路”等問題上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的損害﹐其性質就不是一

1

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亞歷山大羅維奇‧羅曼諾夫（1889~1957 年）認為﹕“‘李
鴻章基金’這是最後的俗稱。它原先的名稱是‘抵償與中東鐵路租讓權有關費用的
特別基金’。基金的支出是財政大臣辦公室的一項專門業務”（鮑里斯‧羅曼諾夫
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商務印書館 1980 年﹐第 48 頁）。
2
庫羅帕特金在日記中有“謝爾蓋‧維特收買了卑鄙的李鴻章”﹑“1896 年收買
李鴻章以後﹐我們侵入了滿洲”的記載（蘇俄國家中央檔案館編﹐吉林省哲學社
會科學研究所翻譯組譯﹕《日俄戰爭 — 庫羅巴特金﹑利涅維奇日記摘編》﹐商
務印書館 1976 年﹐第 15﹑29 頁）。

般的政治認識局限性﹐而是主動賣國。為此﹐筆者查閱了一些檔
案文件並談談自己的看法。

˘ďņՂᕃౢૄܛŇ۞నϲֹ̈́ϡ!
1896 年 3~6 月李鴻章出使俄國﹐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建
鐵路的方針﹐沙皇批准以三百萬盧布賄賂李鴻章。為了解除李鴻
章害怕得不到他應得的那筆賄賂款的顧慮﹐在《中俄禦敵互相援
助條約》（公曆 6 月 3 日﹐俄曆 5 月 22 日）簽訂的第二天﹐經沙
皇批准﹐俄國財政大臣維特授權華俄道勝銀行3 的主要負責人烏赫
托姆斯基﹑羅特什捷英和羅曼諾夫三人簽署一項〈議定書〉﹐以
保證這筆款落到李鴻章手中。〈議訂書〉原件“在給李鴻章過目
後立即被俄財政部收藏起來”。4〈議定書〉全文照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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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俄道勝銀行是沙俄和法國對中國進行殖民掠奪的金融機構。1886 年由俄﹑法
與清廷合股組成。總行設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後改設在巴黎。該行享有在華發放
貸款﹑發行貨幣﹑稅收﹑經營﹑築路﹑開礦等特權。1926 年停業。
4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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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議定書〉的原件保存於俄國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第 51
號卷第一部分內﹐它是由羅特什捷英親筆用法文寫在一張普通的
紙上﹐並有財政大臣維特所作的文字改正﹐卻沒有任何機關用箋
的印跡。1900 年﹐維特提醒沙皇﹐“這一承諾是以機密文書羅曼
諾夫﹑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和羅特什捷英簽署的議定書的形式”肯
定下來的。6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第 51 號卷第一部分文件中保
存有 12 月份經沙皇簽字的關於為此設立“特別基金”（即“李鴻
章基金”）的諭旨。全文照錄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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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7 頁。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6~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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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黑字﹐俄國確實設立了用於賄賂李鴻章等清朝高官的
“基金”。有意思的是﹐多年後維特在回憶錄中卻說﹕
༊ॡለ߷ѣˠᄲĎՂᕃౢҬͼଂ઼ܻ߆֤྆عќྩྦ˞ז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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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怎麼回事呢﹐維特的話是否可信呢﹖筆者以為﹐維特的
說法是有可信度的。原因有三﹕
第一﹐俄國為了國家利益重賄其他國家官員是俄羅斯人並不
避諱的傳統做法。這可追溯到蒙古統治時期。在莫斯科最初的幾
個王公中﹐最著名的行賄高手就是因善於斂財被稱為“錢袋”的
伊凡‧達尼洛維契（1325~1340 年）。公元 1325 年繼承公爵位﹐
即位後﹐他利用錢財﹐依靠教會和金帳汗國的支持﹐使莫斯科公
爵凌駕於其他王公之上﹐並通過賄賂收買或武力強佔等各種手段
擴張領土。公元 1327 年﹐特維爾爆發了反抗蒙古人的起義﹐伊凡
7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11 頁。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維特伯
爵回憶》﹐新華出版社 1983 年﹐第 60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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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金帳汗國自薦﹐率領蒙古軍隊鎮壓了起義。第二年﹐又擊敗了
其勁敵特維爾公國﹐得到金帳汗國的賞賜﹐被冊封為弗拉基米爾
大公﹐並被授權代蒙古人徵收全俄貢賦。伊凡利用這一權力從中
漁利﹐並將俄羅斯大主教駐地從弗拉基米爾遷至莫斯科﹐從而提
高了莫斯科公國的宗教和政治地位﹐為莫斯科公國的興起和統一
全國奠定了基礎。到公元 1340 年伊凡死時﹐莫斯科公國已成為俄
羅斯最強的公國。這為其後繼者底米特里‧伊凡諾維契（1359~1389
年）在頓河一舉擊敗蒙古軍及國家獨立做好了準備。9 俄羅斯從蒙
古人壓迫下獲得獨立就與行賄分不開﹐以至俄國人對行賄並不諱
言。歷史上流傳的《彼得一世遺囑》就直言﹕“用黃金拉攏其他
大國﹐影響波蘭的宮廷會議﹐收買他們以便在推選國王中取得利
益。”10 在維特時期﹐為了達成向美國出售阿拉斯加的成交協議﹐
俄國也曾大肆行賄美國官員。美國外交史學者沃爾特‧拉夫伯披
露﹕“為了確保條約獲得通過﹐沙皇的公使顯然給國會一些重要
成員送了錢”。11 俄裔美藉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塔爾薩伊傑在《沙
皇和總統﹕被遺忘了的友誼史》一書中更具體地披露說﹕
1912 ѐĎރຆĆዒှିຍมдࡗᎰᅊᓁ۞͛І̚൴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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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第 252~253 頁。
李際均著﹕《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144 頁。
11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
新華出版社 2004 年﹐第 2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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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༱࡚̮ď3.5 ༱࡚̮ď4.5 ༱࡚̮ 4.1 ༱࡚̮Ą12

俄國人在 19 世紀 60 年代行賄美國人為達到戰略目的﹐俄國
人 30 多年後用同一方式行賄中國李鴻章這樣的高官﹐在俄國人那
裡並不是什麼難為情的事。實際上﹐用行賄的方式影響他國外交
政策在 19 世紀歐洲政治中是司空見慣的。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
亞歷山大羅維奇‧羅曼諾夫（1889~1957 年）說﹐賄賂“這個手段
在這裡是毫不新奇的﹐不論是在歐洲或非洲國家國際關係的全部
外交史中﹐這一手段都是屢見不鮮的﹐其形式是五花八門的”。13
據俾斯麥回憶﹐1859 年 1 月 29 日他被任命為駐彼得堡公使。
俾斯麥起程的那天早晨﹐就有一個負有“機密使命”的銀行家萊
文施泰因送給他一封信﹐告訴他﹕“如果閣下願意隨意寫幾行字
通知我﹐您個人並不傾向反對奧（地利）﹐那麼就會有不可估量
的益處。”14 俾斯麥沒有回信﹐但在當天出發前﹐這位銀行家拜
訪了他﹐建議他參加一項金融事業﹐說每年肯定會給他帶來兩萬
塔勒爾的利潤。俾斯麥謝絕說﹕“我沒有資金可投入。”他則回
答直告俾斯麥“這項事業不需要現金投資”﹐他只要求俾斯麥在
俄國宮廷“在提倡普魯士政策的同時﹐也提倡奧地利的政策”。
12

亞歷山大‧塔爾薩伊傑﹕《沙皇和總統﹕被遺忘了的友誼史》﹐轉引自喬治‧
亞歷山大‧倫森編﹐楊詩浩譯﹕《俄國向東方的擴張》﹐商務印書館 1978 年﹐第
101 頁。
13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49 頁。
14
奧托‧馮‧俾斯麥著﹐楊德友﹑同鴻印等譯﹕《思考與回憶 — 俾斯麥回憶錄
（第 1 卷）》﹐三聯書店 2006 年﹐第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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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俾斯麥向他提供“一份有關此項自願效勞的書面證據”。
俾斯麥則反要求他提供書面保證。萊文施泰因則以再加價一萬塔
勒爾為條件讓俾斯麥放棄這一條件。當這個請求被拒絕後﹐萊文
施泰因又威脅俾斯麥“請您多加考慮﹐與‘帝國政府’（即奧地
利 — 筆者註）為敵﹐是不可取的”。俾斯麥在回憶錄中說﹐在
此以前﹐他只在報刊上讀到過涉及“奧地利基金”的報道﹐這次
經歷使他“對於奧地利基金的使用獲得一個實際的印象”。15
既然行賄在當時歐洲是一件普遍現象﹐那它對沙皇俄國來說
也就更不是什麼難以啟齒的事。既如此﹐以維特的身份﹐在回憶
錄中為行賄清朝官員這件事撒謊或俄國以國家的名義為此製作假
檔案﹐都是不必要的。
第二﹐1903 年 8 月﹐維特轉任為有名無實的俄國大臣委員會
主席。1905 年率代表團與日本締結《朴茨茅斯和約》﹐1907 年﹐
已是 58 歲的他開始寫回憶錄。這時俄國已戰敗﹐李鴻章已於 1901
年撒手人寰﹐中國已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清王
朝已處風雨飄搖之中﹐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維特沒有必要撒謊。
第三﹐比較而言﹐維特在政治私德上還是有一定底線的。他
曾對他的政治死敵即曾將維特趕下臺的沙皇御前大臣別佐布拉佐
夫恨之入骨。1903 年 3 月 20 日﹐維特與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討論
別佐布拉佐夫的遠東政策時預言﹕“一切都會以大舞弊結束。”16
10 月 30 日﹐維特也得到消息說﹐皇帝撥給別氏的二百萬盧布被
“毫無意義地花了”﹐況且“二百萬款他對誰都沒有報賬﹔事情
15

奧托‧馮‧俾斯麥著﹐楊德友﹑同鴻印等譯﹕《思考與回憶 — 俾斯麥回憶錄
（第 1 卷）》第 195﹑196 頁。關於“奧地利秘密基金”﹐還可參見同書第 195~197
頁 — 作者註。
16
張蓉初譯﹕〈庫羅巴特金日記（1903 年 3 月 20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
涉史料選譯》﹐三聯書店 1957 年﹐第 275 頁。
7

非常詭秘﹐據羅特什捷英云﹐華俄道勝銀行中一切可疑的人都跟
別佐布拉佐夫去做事了”。17 10 月 31 日﹐別左布拉佐夫在維特
下臺後不久去看維特﹐責備維特由於“不願與他合作﹐所以垮
臺”﹔別氏同時還在別處直說是“他把維特推翻”。18 但在別氏
被沙皇罷黜後﹐負責審查別氏財務問題的是由維特一手提拔的財
政大臣科科夫采夫伯爵﹐最終得出的審查結論是“沒有發現他可
能與罪行有牽連的證據”。19 維特對其死敵的態度尚且如此公正﹐
那對一個已去世且遠在天邊的中國官員就更沒有必要撒謊了。
現在再回頭讀上引維特那句話﹐如果仔細一點﹐我們就會發
現維特這句對李鴻章受賄的否定是有限定條件的﹐這就是李鴻章
“在彼得堡沒有得到任何賄賂”﹐20 至於在其他地方﹐維特在同
一本回憶錄中對李鴻章的受賄行為並沒有否認。

˟ďՂᕃౢྦצયᗟ۞͛Іᙋ!ځ
1896 年 5 月﹐維特確實從俄政府的四百萬貸款中撥出了三百
萬盧布用於賄賂李鴻章﹐這筆款項以〈議定書〉形式加以確定。
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羅曼諾夫說﹕“從銀行的觀點看來﹐這一

17

張蓉初譯﹕〈庫羅巴特金日記（1903 年 10 月 31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
交涉史料選譯》第 298 頁。
18
張蓉初譯﹕〈庫羅巴特金日記（1903 年 10 月 31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
交涉史料選譯》第 297 頁。
19
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 1881~1904》﹐
商務印書館 1977 年﹐第 246 頁。
20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維特
伯爵回憶》第 60 頁。
8

文件是虛擬的﹐它僅具有歷史意義﹐而無須負責履行。”21 8 月
28 日﹐清政府頒發了關於租讓權問題的上諭﹐9 月 8 日﹐中俄簽
訂了建築鐵路的合同。這意味著第一次付款期限到了。羅特什捷
英和烏赫托姆斯基都認為“必須”立即付款﹐“否則這些中國人
會認為自己上了聞所未聞的大當而從中作梗”。烏赫托姆斯基打
電報給維特要求“預先從國家銀行撥出一百萬盧布”。羅﹑烏二
人甚至都想到“若把錢匯到上海﹐‘指明交給某人’﹐他們又怕
這樣會‘泄露機密’﹐引起李氏一家惶恐不安﹐並使盟友們對我
們冷淡起來”。但維特對此的回答是﹕“不要急﹐築路工程還沒
有開始呢。”維特還補充說“付款應由華俄道勝銀行負擔”。
“根據財政大臣的吩咐﹐李鴻章就要得到從俄國國庫資金中支出
的頭一個一百萬盧布了。但這已經拖延甚久﹐而且俄國又提出了
一項新的要求。另外的兩個一百萬李鴻章則根本沒有收到。”22
那麼﹐李鴻章是否得到這“頭一個一百萬盧布”呢﹖
據維特回憶錄的解釋﹐看不出李鴻章是否最終拿到“頭一個
一百萬盧布”的賄金﹐但從羅曼諾夫書中提供的資料看﹐作為對
俄國獲得中東鐵路租讓權的回報﹐李鴻章是收到這一百萬盧布的
賄金。1897 年 5 月﹐維特派華道銀行董事長烏赫托姆斯基赴北京
“以銀行代表的身份去同李鴻章本人進行談判”﹐23 企圖將中東
鐵路與朝鮮聯接起來﹐如有可能﹐還要與中國擬築的天津~山海關
~錦州鐵路銜接起來。“‘由於採取了各種預防措施’﹐經過中介
人十分順利地‘在上海交付了’那一百萬元。‘老頭子（即李鴻
章）是等得疲憊不堪了’﹐‘實在不能再繼續拖延履行（諾言）
21
22
23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7 頁。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8~109 頁。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9 頁。
9

了’”。24 羅曼諾夫寫道﹕“維特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因為他
相信烏赫托姆斯基把一百萬盧布交給李鴻章（還在 1896 年就在莫
斯科面允饋贈李鴻章三百萬盧布﹐這一百萬盧布就是其中的第一
筆）。”25 畢鳳鵬先生在其主編的《華俄道勝銀行在華 30 年》一
書中的說法與羅曼諾夫基本一致﹐他認為﹕“直到 1898 年 3 月沙
俄脅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時﹐才支付一百萬盧布酬金﹐
其餘兩百萬盧布再無下文了。”26 1900 年 9 月 16 日（俄曆）﹐
烏赫托姆斯基抵達上海並與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會面。李經方曾
於 1896 年隨李鴻章赴俄並“在那時密切參與了有關他父親達成的
那筆交易的談判”。27 在會談中﹐李經方曾兩次“痛責”烏赫托
姆斯基沒有按照 1896 年 5 月 23 日莫斯科議定書“付第二筆款
子”。28 這話的潛臺詞就是李鴻章已得到第一筆款子﹐李家與俄
國正在爭執的是第二個一百萬盧布的賄款。這與羅曼諾夫說的
“另外兩個一百萬李鴻章則根本沒有收到”29 的事實相吻合。
看來﹐傳說中的李鴻章 1896 年受賄一事﹐既冤枉又沒有冤枉
李鴻章。冤枉他的只是﹐在李鴻章按俄方要求賣力後﹐維特並沒
有將三百萬盧布的賄款全部給他﹔沒有冤枉的又是﹐李鴻章確實
拿了賄金﹔更有甚者﹐李鴻章至死都沒有放棄為取得那未到手的
賄金的努力。

24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51 頁。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俄文組譯﹕《日俄戰爭外交史綱﹕
1895~190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第 68 頁。
26
畢鳳鵬主編﹕《華俄道勝銀行在華 30 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48
頁註釋 1。
27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228 頁。
28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230 頁。
29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09 頁。
25

10

面對李經方的再三追討﹐烏赫托姆斯基曾想“為了往他嘴上
抹點油﹐現在就付一點錢﹐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筆款子﹐也是必
須的。不然老頭子會不相信﹐我們打算在某時﹐即便是逐漸地﹑
按他效勞的程度來履行諾言（三百萬盧布如數付清）”﹐30 但烏
赫托姆斯基最終還是以彼得堡認為“所發生的事件破壞了李鴻章
自己的全部承諾並給我們帶來了鉅大損失”31 為遁詞﹐將責任推
到李鴻章身上。維特要求烏赫托姆斯基告訴李鴻章﹕“目前李鴻
章應盡力補救已發生的一切﹐以此掙得由於皇上的恩賜﹐由我答
應的東西。”32 9 月 29 日﹐烏赫托姆斯基在發給維特的電報中說﹕
在知道維特的要求後﹐“李氏貪婪的兒子”馬上表示願意接受這
些新條件﹐只要能立即抓到錢。李經方“賭咒發誓地”擔保﹐倘
若烏赫托姆斯基先給他“弄到”50 萬﹐他就拿著錢回北京促使太
后回鑾北京“等待更大的賞賜”﹐並“在滿朝文武官員面前為有
利的談判奠定基礎”。烏赫托姆斯基同時也告訴維特﹕李鴻章憑
良心不能再提起這筆款項﹐他已告訴李經方俄國暫將同意的最高
數額是 20 萬。要是李鴻章“本著我們的精神辦成交涉”﹐他可以

30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51 號卷第一部分﹕〈烏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9 月
23 日（10 月 6 日）從上海發給維特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
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230 頁。
31
電文稱﹕“李氏妄自向我要求﹐說我沒有履行諾言﹐這是完全不對的。因為所
發生的事件破壞了李鴻章本人的全部承諾﹐並給我們帶來了鉅大損失。”針對維
特的話﹐沙皇尼古拉二世批道﹕“當然”（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51 號卷
第一部分﹕〈維特 1900 年 9 月 25 日給烏赫托姆斯基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
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230 頁註釋 4）。
32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51 號卷第一部分﹕〈維特 1900 年 9 月 25 日給烏
赫托姆斯基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
《俄國在滿洲》第 230 頁。
11

“指望多給他們（父子倆一些）”。33 鑒於李氏“在目前情況下
不可能對朝廷發生大的影響”﹐他只是“在愚弄我們”﹐34 於是
烏赫托姆斯基“在婉辭拒絕和李經方談論金錢問題後﹐他大失所
望﹐李鴻章經常性的問候現在也突然中斷了”。35
1897 年 11 月﹐德國強佔膠州灣之後﹐俄國艦隊於 12 月 14
日相繼開進旅順口。1898 年 3 月﹐俄國駐北京公使帕夫洛夫向中
國提出將關東州連同旅順口和大連灣租借給俄國﹐為期 36 年。結
果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而沙皇政府又不願向中國讓步。為此﹐
維特打電報給時任財政部的代表波科季洛夫﹐36 請他去見李鴻章
和張蔭桓﹐讓他以維特本人的名義施加影響﹐使俄國提出的要求
為中方接受﹐在同一本回憶錄中﹐維特承認﹕
ԧඍᑕᙑගࣇЧ˘ЊݓᖃēගՂᕃౢ 50 ༱ᎊοĒගૺቹॱ
25 ༱ᎊοĄߏԧдТ઼̚ˠ۞ኘҿ̚ଘ˘۞˘Ѩ၆ࣇҖྦĄ37

對維特這種說法﹐可能的解釋是﹐在所有關於他行賄李鴻章
的傳言中﹐只有這一次是“惟一”真實的。維特在這裡說的就是
33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51 號卷﹕〈烏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9 月 29 日（10
月 6 日）給維特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
譯﹕《俄國在滿洲》第 231 頁註釋 1。
34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51 號卷﹕〈維特 1900 年 9 月 29 日給烏赫托姆斯
基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
滿洲》第 230 頁。
35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51 號卷﹕〈烏赫托姆斯基 1900 年 10 月 16 日發
給維特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
國在滿洲》第 231 頁註釋 2。
36
波科季洛夫即為璞科第（D.D.Pokotilov﹐1865~1908）﹐1905~1907 年任駐華公
使 — 作者註。
37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維特
伯爵回憶》第 111 頁。
12

1898 年為了達到迫使清政府向俄國借款的目的﹐對李鴻章進行的
那次富有成效的行賄。由於它的真實性﹐以至俄國家檔案館中關
於這次行賄的文件也就最具體﹑最翔實。其中還包括俄人行賄清
朝重臣張蔭桓﹑翁同龢的有關文件。這些文件屬蘇俄外交部秘密
檔案﹐均存於俄國家檔案案第二部。現擇要摘錄若干。
1898 年 1 月 9 日（俄曆）﹐由彼得堡發至北京並附有沙皇尼
古拉二世用藍鉛筆簽字“同意”的〈秘密計劃草案致七等文官巴
夫洛夫〉的電報稱﹕
Ϥᎃࡊௐ۞ಡଉࡻˠдјϲࣄഠॡ̯ග̂Ҋࢦ̂ྦྩĄ
Яѩ࠱˯ࣞଋᎃࡊௐ˘дරܻ౼ᅙҖхഠ̚ᇥѺ༱
ᎊοĎүࠎ၆઼̂̚Ҋ৪ਖ਼ᖃ̝ϡĎтଋັ੩༊гଐԛᄮࠎࢋ
јϲ၆ܻࣄഠߏυࢋ۞ྖĄ38

回頭看來﹐這一百萬盧布是按各 50 萬盧布分兩次使用的﹕一
次用於俄國與清朝進行的租借旅順港的談判﹐李鴻章確實得到了
這筆賄款﹔另一次是利用《辛丑和約》促使俄對東三省的佔領合
法化﹐李鴻章沒有得到這筆賄款。
1898 年 1 月 12 日（俄曆）﹐〈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稱﹕
ߑໂ৪гՂᕃౢኛֽԧĎ39 ఼࿅ᎃࡊௐӘĎтڍ

38

張蓉初譯﹕〈秘密計劃草案致七等文官巴夫洛夫（俄曆 1898 年 1 月 9 日）〉﹐
《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3~204 頁。
39
中國學者馬忠文先生認為﹕“目前看到的中文材料中尚無直接證據表明李鴻章
與俄人有過這次密談﹐不過﹐從翁同龢與張蔭桓日記相關的記載判斷﹐應該有過”
（馬忠文﹕〈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的“受賄”問題〉﹐《學術界》2003
年第 2 期）。另可參閱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 6 冊）》﹐中華書局 1998
年﹐第 3086 頁﹔張蔭桓﹕《戊戌日記手稿》﹐（澳門）尚志出版社 1999 年﹐第
2~3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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ࠎдᏱநѩְॡυᅮ۞৪ฟ͚ĎՂᕃౢТຍ࿄˧םӄĒֹ
ԧ઼ਕȈ֖ᇴࣄഠĎܲᙋ̂ΞͽјΑĄ̫͇дᓁநཿ̰ܝ
̏ቁֹՂᕃౢᄃਃТ㘬ពᖼזѣӀԧ઼۞͞ࢬĄ40

1898 年 1 月 15 日（俄曆）﹐〈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稱﹕
ߑ͟ᄃᎃࡊௐ˘ૺቹॱ৪ົࢬĎඍᑕᅙ 20 ༱Ď୧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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ᄃγ઼ˠॲώ՟ѣռˠֽـĒΞߏ৪ᄃՂϹঘĎᄃՂ̶ማĄ41

當日（俄曆 1 月 15 日）﹐尼古拉二世在這份電報原稿上批示﹕
“無論如何﹐我仍然很希望我們對中國的借款能夠成功。”2 月 12 日
（俄曆）﹐在電報的副本上﹐維特批示﹕“致我國代辦的訓令我已知
悉。給他協助﹐如果為送禮需要支出﹐可和代辦商議辦理此事。”42
1898 年 3 月 9 日（俄曆）﹐維特在有他簽名的〈財政大臣致
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電文副本〉中指示﹕
ଋ۞؎நˠрд 3 ͡ 15 ͟ͽ݈ᛸυᅮ۞ഠีז྿ॠ
ึ˾ĎЯࠎΞֹ༊гѣᙯ༊Ԋ̈́ˠࠎۏԧ઼ڇચĎΩ͞ࢬĎΞ
ͽᑒӄԧࣇ۞൳ౙĄ࠽ᄃ͈͐ࠃ͈થᛉޢೇĄ43
40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1 月 12 日）〉﹐《紅檔雜誌
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4~205 頁。
41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1 月 15 日）〉﹐《紅檔雜誌
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6 頁。
42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1 月 15 日）〉﹐《紅檔雜誌
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6 頁。
43
張蓉初譯﹕〈財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密碼電副本（俄曆 1898 年 3 月 9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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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3 月 9 日（俄曆）﹐由璞科第簽名的〈七等文官璞科
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急件〉稱﹕
̫͇ԧזᏱ۞ТຍĎՂᕃౢ̈́ૺቹॱү፟ኘྖĎ̯
ధࣇĎֹॠึ˾̈́̂ా៉યᗟдԧࣇؠഇมᏱԁĎ̙֭ᅮ
ࢋԧ͞۞ܧ૱ନ߉ॡĎ༊࿌ࣇᅙ 50 ༱ĄҜ̂ҊӮϦ෦ҋ̎
۞гҜܧ૱ᓞᙱ֭̈́ءСล৺ᇙ፬͕ଐĄШ࠱˞˯ޓᇴϦኛ
३Ď̻၆ԧ઼ࢋՐឰՎĄ͇ځҜ̂ҊౌШ࠱ޓүಡӘĄ઼̚
ዸֹ̳ࣖᓁநཿܝჍēࡻ઼γϹొ၆ᓏځĎࡻ઼၆ԧ઼۞
ࢋՐࠤܑ̙ТଐĄ44

同一天（俄曆 3 月 9 日）﹐發自北京的第三號〈內廷郎巴夫
洛夫密電〉確認了當天璞科第電文內容屬實﹐稱﹕
ᄃᎃࡊௐ˘ໂ৪г̯ధՂᕃౢ̈́ૺቹॱĎтםᛉਕ̙Ᏽ ٺ3
͡ 15 ͟ᘪфĎ҃ԧ͞˵̙υଳפღާନ߉ॡĎЧ࿌ᅙ 50 ༱Ą45

1898 年 3 月 12 日（俄曆）﹐〈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稱﹕
3 ͡ 9 ͟۞ྃ·Ą
̯ధ۞ಡ࿌˞ᑕѣ۞үϡĄՂᕃౢᄃૺቹॱពֹ̏
̂Ҋ̈́Ꮠͳඈ၆ѩ൴ϠᎸĄԓ୕д 3 ͡ 15 ͟ᘪࢎ୧ࡗͽޢӈ֝
ి͚;̯ٙഠีĄኛѩְ΄ᎃࡊௐĄ46

44

張蓉初譯﹕〈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急件（俄曆 1898 年 3 月 9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7 頁。
45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9 日）〉﹐《紅檔雜誌有
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7 頁。
46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12 日）〉﹐《紅檔雜誌
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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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3 月 13 日（俄曆）﹐由財政大臣維特簽署的〈財政大
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密碼電副本〉指示﹕
༊ְଐึӀᏱԁॡĎֶҰ 3 ͡ 9 ͟ĎΞ;ഠѺ༱Ąѩ
γĎԧՀᇥଋ 50 ༱үТ˘ְІυᅮ۞;͚Ąѩ؟ഠีΞᄃ
͈͐ࠃ͈થᛉޢฟ͚ĎтڍॡมटధĎΞАᇈՐԧ۞ТຍĄ47

1898 年 3 月 15 日（俄曆）﹐〈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稱﹕
၆ॠึ˾̈́̂ా༊Ԋਖ਼ᖃ̈́ྃӄܛВᅮ 25~30 ༱Ďኛගᎃ
ࡊௐͽዋ༊΄Ą48

此前一天（俄曆 3 月 14 日）﹐由璞科第簽署的〈七等文官璞
科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電〉稱﹕
50 ༱ഠี̚Ďдॠึ˾̈́̂ా៉ਖ਼ᖃϡ۞͚ᅮ 25~30 ༱
Ďѩְຽ̏ᄃᏱםפᛉĎপШଋኛϯĄኛϲӈೇĎࣕܮ
ᏲҖજĄ49

有錢真的能使鬼推磨。1898 年 3 月 27 日（俄曆 3 月 15 日）﹐
中國按俄國指定的期限﹐由李鴻章與俄國駐華代辦在北京簽訂了
《旅大租地條約》﹐5 月 30 日﹐該條約在彼得堡交換批准。50
1898 年 3 月 16 日（俄曆）﹐維特在〈財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
47

張蓉初譯﹕〈財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密碼電副本（俄曆 1898 年 3 月 13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8 頁。
48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15 日）〉﹐《紅檔雜誌
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8 頁。
49
張蓉初譯﹕〈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14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9 頁。
50
梁為楫﹑鄭則民主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 1993 年﹐第 347~3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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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璞科第電〉指示﹕
дॠึ˾̈́̂ా៉۞͚;Ξֶଋд 3 ͡ 14 ͟ᏱநĄ51

1898 年 3 月 16 日（俄曆）﹐由璞科第簽署的〈七等文官璞科
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電〉稱﹕
̫͇ԧ;ගՂᕃౢ 50 ༱ĞΔִ௫ၚٙϡξπᅙࢦณğĎ
ࢍࣃ 48.65 Ѻ༱ĞᅙҖٙϡ̳ࢦณԶზğĒՂᕃౢࠤࠎ
႕ຍĎឤԧ၆ଋஎᔁຍĄТॡԧ༊ӘᘲୁĄԧ՟ѣ፟ົ
ഠϹගૺቹॱĎЯࠎܧ૱͕̈Ą52

1898 年 3 月 17 日（俄曆）﹐〈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對 3
月 16 日璞科第文件內容作了確證﹐稱﹕
Ȉ̶৪
̯;Ղᕃౢ۞ 50 ༱͇̏ߑ;Ą53

事後﹐維特在回憶錄中對他這段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流氓手
段在中國推行俄國戰略目的行徑並無悔意﹐他不無得意地寫道﹕
༊ॡ۞ଐߏڶē࠱ޓੳ˭̙ົឰՎĎтڍඕ̙јᙯٺᙯ
ڌэ১ගԧࣇ۞୧ࡗĎ֤ᆃԧࣇ۞ొฤಶࢋ൳ౙĒࢋߏ၆͞ٯԩĎ
ಶົ൴Ϡ߹ҕְІĄॡĎԧ೧͘ѩְ˞ēԧχಡගੑ߆ొ۞
ܑ͈ࠃ؞ࡊگĞޢЇዸΔִֹ̳ğĎኛΝ֍ՂᕃౢΩ˘Щ
51

張蓉初譯﹕〈財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16 日）〉﹐
《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9 頁。
52
張蓉初譯﹕〈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16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09~210 頁。
53
張蓉初譯﹕〈內廷郎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17 日）〉﹐《紅檔雜誌
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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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ءቹॱĎͽԧ۞ЩཌྷᚍӘࣇ߉ΐᇆᜩĎֹԧࣇ೩۞ؠם
జ̚͞ତצĎТॡԧඍᑕᙑගࣇЧ˘ЊݓᖃĒගՂᕃౢ 50 ༱ᎊ
οĒගૺቹॱ 25 ༱ᎊοĄߏԧдТ઼̚ˠ۞ኘҿ̚ଘ˘۞˘Ѩ
၆ࣇҖྦĄ
Щז࠻ࣶءĎԯᙯڌэ১ගԧࣇ̏๕дυҖĎЯࠎࣇ
ۢĎԧࣇ۞௺႕ྶءһĎ̏ፋ྅ޞ൴ĄࣇߏٺՙؠΝ֍͉
ЬĎᄲڇс̯ధᘪཌ઼ܻ۞͞९Ą
གྷ࿅ܜॡม۞ᄲڇĎ͉ЬឰՎ˞Ąԧߏଂ͈ࠃ؞ࡊگ൴ֽ۞
ಡۢ̚ѩְ۞ĄಡᄲĎؠםӈᘪཌĄԧѩಡ༷࠱ݶ
˯ĎϤٺੳ˭̙ۢԧଳ۞פᏱڱĎٙͽдԧ۞ݶౢ˯Բē
ņԧ̙ځϨߏިᆃаְĔŇߏٺԧШ࠱˯ྋᛖᄲĎϤٺԧ۞િ
Ď઼̚߆̏عགྷТຍᘪཌؠםĎߏԧࣇ۞Ᏹ֖֖᎐˞ೀ࣎
ߐഇ̖྿۞זϫ۞Ą࠱ޓੳ˭Ȉ̶ಈॆĎдಡ˯Բēņְଐ
тѩึӀĎࠤҌᙱͽཉܫĄŇ!
 ٺؠם1898 ѐ 3 ͡ 15 ͟ᘪཌĎܑ̚͞ߏՂᕃౢૺቹॱĒ
ԧܑ͞ߏԧ۞ᏱĄ54

令俄國人出乎意料地是﹐1898 年 9 月 7 日﹐剛拿到俄國 50
萬兩賄銀的李鴻章突然被免除總署大臣職務。1900 年 8 月 18 日﹐
俄國駐北京財政代表給財政大臣維特的電報說﹕“我們很不願意
李鴻章不管事。”55
1901 年底﹐俄國為了將軍事佔領東三省的“成果”合法化﹐
俄國政府先強迫東北地方當局訂立臨時協定。就在列強在為《辛
丑和約》爭吵不休的時候﹐俄國要求清政府任命駐俄公使楊儒為
54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維特
伯爵回憶》第 111 頁。
55
張蓉初譯﹕〈俄國駐北京財政代表致財政大臣電（俄曆 1900 年 8 月 18 日）〉﹐
《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40~2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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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代表﹐在彼得堡進行秘密談判﹐於 1901 年 2 月 16 日向楊儒
提出新約草案﹐56 其內容表明﹐俄國只是形式上把東三省交還中
國﹐實際上也利用清政府的內外交困逼其承認俄在東三省的﹐繼
而整個蒙古及新疆部分地區的獨佔權益。2 月 22 日談判開始﹐為
了使中國接受俄方要求﹐維特於 2 月 23 日打電報給駐北京全權公
使大臣璞科第﹐指示他從 1898 年為賄賂中國官員而設立的未經使
用的基金當中撥出 50 萬盧布﹐允給李鴻章。維特的電報說﹕
ԧᝋҰ఼ۢՂᕃౢĎԧࣇ۞˘ؠםགྷඕĎҰಶගٕ
ٙ۞ؠЇңˠ 50 ༱ᎊοĎͽܑϯԧࣇ۞ຏᔁĄѩγᔘӘ෦Ď
тޓ࠱ڍੳ˭̯ధ۞ྖĎԧ ٺ12 ͡זॠึĎᔘѣΞਕזΔִĒ
тԧࣇ۞ְଐᏱрĎԧГගٕ۞ؠЇңˠ˘ඊዋ༊
۞ഠีĄ57

這次李鴻章對俄國人採取適度的“報復”態度﹐他拒絕了俄
國人的“建議”的絕大部分條款。3 月 12 日﹐俄國人提出第二個
修改方案。儘管“向中國立場作了相當大的讓步”﹐不僅再次遭
到中國的拒絕﹐而且中國代表還接到停止談判的指示。58 以至維
特於 10 月 14 日對李鴻章發出最後警告﹕如果他不老老實實地
“在最近數日”簽訂協定﹐就“分文不給他”。59 10 月 30 日﹐
56

張麗著﹕《折衝樽俎 — 維特遠東外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第
182~183 頁。
57
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 1881~1904》
第 175 頁。
58
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 1881~1904》
第 175 頁。
59
俄財政部總務司第三處檔案第 75 號卷第四部分﹕〈維特 1901 年 10 月 14 日給
波茲德涅耶夫的電報〉﹐轉引自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
譯﹕《俄國在滿洲》第 282 頁。
19

李鴻章到俄使館議事﹐俄方對其竭盡恫嚇脅迫之能事﹐歸後“嘔
血數碗”。60 1901 年 11 月 7 日﹐李鴻章命歸西天﹐至死也沒有
完全得到 1896 年維特答應給他的三百萬盧布的“賞錢”。

ˬďņՂᕃౢૄܛŇྦྩ઼̚۞ࣶءቑಛ!
必需說明的是﹐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沙俄為了達到攫奪中
國利益﹐利用“李鴻章基金”實行賄賂的範圍是比較廣泛的。除
李鴻章外﹐文獻中提到的重要人物還有張蔭桓﹑李蓮英等。
1898 年 3 月 27 日（俄曆）﹐由璞科第簽署的〈七等文官璞科
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電〉還對張蔭桓在接受賄款時表現出的
膽怯心理有如實描述﹐電稱﹕
ԧૺቹॱ፟ኘҿᙯ ;ٺ50 ༱ְ̝Ą၆ϫ˭ќഠ˘
ְܧ૱चُĎፂᄲĎ၆̏ྦצ۞ٺѣᇴଠӘĎှᙸඈזภྖ
πिͽޢĄԧӘ̯ٙ;ഠีኢтңߏᕩ͚੨۞Ąдॠึ˾
่͚;˘༱̱ѺĎЯࠎ̯ధਖ਼ᖃ̝ࣶءϫ˭ຽ̏ᗓฟĎൾᏵ༊
Г;ഠĄдௐ˘࣎፟ົॡĎԧӈᑢΝॠึ˾Ď̂ໄдߐഇ͟Ą61

1898 年 9 月 9 日（俄曆）﹐由璞科第簽署的〈五等文官璞科
第致三等文官羅曼諾夫密碼急電〉稱﹕
Ϥٺ၆ૺ۞ӘĎ۞ҝшజ̀һΒಛĎੑயజԨߤĄԧҌ
̫إϏ͚ഠගĄ62
60

苑書義著﹕《李鴻章傳》﹐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517 頁。
張蓉初譯﹕〈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財政大臣密碼電（俄曆 1898 年 3 月 27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10 頁。
62
張蓉初譯﹕〈五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三等文官羅曼諾夫密碼急電（俄曆 1898
年 9 月 9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11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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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9 月 22 日（俄曆）﹐由璞科第簽署的〈五等文官璞科
第由北京致三等文官羅曼諾夫電〉請求指示﹕
ૺĞኛՐğГ;˘༱̣˼ĄԧإϏගඍೇĄኛϯĄ
̏જ֗Ν·гᕇĎࢋՐԧࣇඍೇਖ਼ҌܲعؠĄ63

1898 年 9 月 26 日（俄曆）﹐由拉姆斯道爾夫伯爵簽署的〈致
北京五等文官巴夫洛夫密電〉也請求批復同樣的指示﹕
ᎃࡊௐಡӘᄲૺቹॱЯΝ·гᕇĎኛГ;˘༱̣˼
Ąኛયϫ˭ߏӎΞͽ႕֖ኛՐĔ64

1898 年 9 月 28 日（俄曆）﹐〈五等文官巴夫洛夫密電〉稱﹕
ԧᄮࠎΞͽ႕֖ૺቹॱ۞ኛՐĎЯࠎΞͽֹͽ݈д͘˭Ї
ְ۞઼̚ءС̚Ďౄј၆ԧ઼۞։рО෪Ď˵ధᔘΞਕ၆ԧࣇȈ
̶ѣϡĄ
Ȉ̶৪
كĆѼĆᘲતᏚ͈̂ˠ!
كĆѼঔϿࠃჯ͚АϠ
Ϥ̂ٺˠ఼ٙۢԧ۞̣ඈ͛ءᎃࡊௐ 9 ͡ 22 ͟ĎԧᖰӘᅦ
˭ĎγϹొ̙֭ͅ၆;ගૺቹॱ˘༱̣˼ĎЯࠎΞͽֹͽ݈дૺ
ቹॱ͘˭Їְ۞ءС၆ԧ઼ѣ։р۞О෪ĎΞਕͽޢ၆ԧ઼ѣϡĄ
ະ͟ࡅĄ65

63

張蓉初譯﹕〈五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三等文官羅曼諾夫電（俄曆 1898 年 9 月
22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11 頁。
64
張蓉初譯﹕〈五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三等文官羅曼諾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9
月 22 日）〉﹐《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11 頁。
65
張蓉初譯﹕〈五等文官巴夫洛夫密電（俄曆 1898 年 9 月 28 日）〉﹐《紅檔雜
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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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後宮總管李蓮英是有名的貪官﹐但他與國外私通則鮮有
披露。1903 年 5 月 1 日《中外日報》曾披露李蓮英與華俄道勝銀
行的串通行為﹐稱﹕
઼ܻ̚Ϲঘࢬܑ۰ࠎ઼ֹܻ̳ĎᏱந֧ࢬ۰Ďࠎරܻ
౼ᅙҖᓁᏱᎃࡊௐĄᄏ˲࿃ְІĎАϤᎃࡊௐᄃ̰झᛉĎᐌ
ޢГϤֹ̳ᄃγચొϹঘĄᎃӖٙᏐϹ۰ӈՂቷࡻĎᎃᄃ̝ـ
ֽ̙дछ̚ĎऻѣְଐڴᜨĎ߇૱ҌझᄃϨำ៍࠹Ď
ࢋღְІϏϤγચొݶჷझͽ݈Ď̏АӘִܻĄ66

葉恭綽67 回憶說﹕
݈ᄃܻޓٙࢎಁҘκࡗĎ͵࠰็ࠎՂᕃౢٙࠎĎ၁Ղ
Ϊܼႊ۰ĎበᆐጱႊϤܻޓĎ҃జજវࠎҘ͉ЬĒଂ
ܳ̚ซࡍ೧ࠎՂቷࡻᄃᎃࡊௐĎ͵ˠۢ۰̙к˵ĄՂᄃᎃࡊ
ௐ̝ᓑඛĎ၁ϤҘࢠϨำ៍̀ࠎಫ̬Ąᎃࡊௐ˜˘઼ᅫઍଣĎ
ᄃЯңඕЪĎ̙҃ۢČČՏѣᗕ͞็྿ְ̝ĎϤࡗᎃď
ՂĞቷࡻ — ඊ۰ොğົĎ˘ᖼӈۡ྿Ҙ͉ЬĎҌ྿ܑࢬĎ
ؕϤ፟̈́ᓁநཿܝວĞࣧ͛тѩ — ඊ۰ොğႊ҅Ą68

66

畢鳳鵬主編﹕《華俄道勝銀行在華 30 年》第 202~203 頁。
葉恭綽（1881~1968 年）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譽虎﹐號遐庵﹐
晚年別署矩園﹐室名“宣室”。中國廣東番禺人。書畫家﹑收藏家﹑政治活動家。
交通系成員之一。出身書香門第﹐祖父葉衍蘭（蘭台）金石﹑書﹑畫均聞名於時。
父葉佩含詩﹑書﹑文俱佳。早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後留學日本。留日時
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
長﹑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927 年出任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後﹐曾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第二屆中國政協常委。
68
葉恭綽﹕〈中俄密約與李蓮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8 輯﹐中華書局 1960 年﹐第 131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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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文獻尚不足以證明張蔭桓確實收下了 1898 年 3 月 27
日和 9 月 22 日璞科第電報提及的 50 萬兩﹑1.5 萬兩賄款﹐但至少
可以說明張蔭桓個人有主動的受賄動機和未遂行動﹔至於李蓮英
與璞科第之間是否有賄金交易﹐如無檔案文獻的有力證明﹐目前
的史料只能算是推測﹐而不是定論。
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亞歷山大羅維奇‧羅曼諾夫對“李鴻
章基金”在華支出範圍做過統計﹐認為﹕“在‘侵佔’旅順口以
前的整整一年內﹐便已開始從基金中付款給中國人了。”69 他在
1928 年出版的《俄國在滿洲》一書中根據俄國財政部總務司第三
處第 51 號密卷提供的檔案文件﹐對“李鴻章基金”的支出做了具
體統計﹕
д 1897~1902 ѐഇมĎᇹ۞͚;˘Вѣ̣ѨĎॠึ˾۞֤
Ѩ;ഠАߏޢௐ˟ѨĄੵ˞̣ѨγĎѣೀѨᑢᛉ̚۞;ഠϤ
̙ٺТࣧЯ҃՟ѣҸனĄ઼̚ˠд̣Ѩќഠ̚В ז1700947.71
ᎊοĄ70  ז1908 ѐ 3 ͡ 7 ͟ņૄܛŇ۞ዶᗝߏ 1264539 ᎊοĄ71

如果將上述五次 170 多萬的賄賂款總額與 1908 年的ņૄܛŇ
餘額相加﹐與三百萬盧布的ņૄܛŇᓁ額大體相等。從上面的資
料分析﹐李鴻章在其中得到半數﹔至於另一半則用於包括張蔭桓
在內的官級低於李鴻章的中國官員﹐其範圍還是相當可觀的。至
於 1908 年留下的餘額部分的去向﹐羅曼諾夫在《俄國在滿州》一
書中也有實事求是的披露﹕

69
70
71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49 頁。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49 頁。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48 頁。
23

1905 ѐͽ݈Ďૄ͚̚ܛ۞ഠี˘ਠౌϡٺᅈְ۞ڌચѣ
ᙯ۞ฟዚĎ҃༊ॡ;ഠѣᙯ۞˵בܫѣ߆ّڼኳĄ1905 ѐޢĎ
ᐌ઼ܻ๕˧дᅈ۞ڌໂბ݇ऴĎૄ̪ܛ࠹༊Ξ៍۞ዶᗝј˞
ͭϓᗕ˸۞߆؝ڼĎజᑿϡд̣܅ˣ۞ܝņᅮࢋ˯Ň˞Ď҃ᙯ
۞ܛૄٺᖎಏבܫೀͼΪѣኮಏ۞ّኳĄ1908~1910 ѐഇมĎШ
κΟٛ˟͵ņӔਖ਼ŇഠีВѣ˝ѨĎՏѨౌߏᑕ۞͘Ꮮ۞ࢋ
ՐĄֱഠีߏχΒΐޢދϤˠਖ਼ซझΝ۞ĎВࢍ 103 ༱ᎊοĄ
 ז1914 ѐ 1 ͡ĎૄܛᓁВΪ౺˭ 373717.50 ᎊοĄ16 ѐ̚ౣ܅Ν
˞ 4492151.50 ᎊοĄ72

這四百多萬花銷數額與 1896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的中東鐵
路公司“從俄國政府得到四百萬盧布的貸款”73 大體吻合。

αďᖎൺ۞ෞኢ!
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極有爭議的人物﹐但不管是非
如何﹐其中關鍵的定性是李鴻章受賄並因此出賣國家利益問題。
以上檔案文件多出自俄國國家檔案館﹐來源比較單一﹐這是不
足之處。但問題是像李鴻章這樣位高權重而死後又給予極高榮譽的
人﹐其接受俄國賄賂的事總不能要求在中方檔案館中備案﹐也不能
要求其他國家備有“第一手資料”﹐更不能用受賄當事人的“日
記”（比如《翁同龢日記》﹑張蔭桓的《戊戌日記手稿》等）來證

72

俄國財政部總務司第 51 號密卷第四部分﹕〈關於特別基金的設立與從中對各種
人士的支出〉﹐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
洲》第 49 頁註釋 1。
73
鮑里斯‧羅曼諾夫著﹐陶文釗﹑李金秋﹑姚寶珠譯﹕《俄國在滿洲》第 111 頁。
24

明他們是否受賄的事實。74 這正如調查盜竊行為不從當地派出所而
從竊賊的“日記”中或他的家人那裡取證一樣﹐是不合法邏輯的。
李鴻章受賄的當事人只有俄方和李鴻章及其兒子李經方兩方。
上述俄方文件﹐儘管出處單一﹐但卻是多方面﹑多時段的證明﹐
重要證人的政治立場是多元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有的還是政治上的
對手﹔最重要的是﹐俄國官方檔案並沒有 — 儘管這樣做可以讓當
時的俄國官員規避受到制裁的風險﹐也可以隱去俄皇的歷史“污
點”— 將這個四百多萬盧布花銷的數額全栽到中國官員身上﹐而
是實事求是地指出其中相當部分的“款項是打包加封後由專人送
進宮”﹐“向尼古拉二世‘呈送’”。這說明﹐沙俄政府的檔案還
是比較嚴肅和事實求是的。此外﹐鮑里斯‧羅曼諾夫是蘇聯時期的
歷史學者﹐見證過新中國誕生並對維特的沙文主義對華政策持批判
立場﹐因而他提供的資料及其分析結論有相當的可信度。75

74

馬忠文﹕〈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的“受賄”問題〉﹐《學術界》2003
年第 2 期。
75
關於此﹐《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馬忠文先生提出“監守自盜”的判斷可備一
說﹐但並沒有提供明確結論。他在〈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的“受賄”
問題〉（《學術界》2003 年第 2 期）一文中認為﹕在收買中國官員的過程中﹐彼
得堡的領導者與北京的具體執行者之間始終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維特最關心的
是收買計劃的具體效果﹐對具體實施過程則鞭長莫及。對何人行賄﹐以及在怎樣
的情況下付諸實施﹐完全取決於璞科第與巴夫洛夫﹐維特只能被動聽從。由於彼
得堡方面的授權﹐璞科第與巴夫洛夫二人擁有“就地共同商量必需的款項”的權
力。他們各自向國內財政部﹑外交部彙報情況﹐將收買活動的每一次進展分別致
電財政部和外交部。這種做法表明﹐支付鉅額賄款是得到上司批准的﹐並且兩個
經手人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監督﹐至少﹐檔案中反映的情況是這樣的。然而﹐這
種互證式的監督毫無意義﹐也可能正好是監守自盜的障眼法。筆者以為﹐俄國駐
華官員為爭取借款權秘密約見李鴻章﹑張蔭桓﹐實有其事﹔至於為租借旅大事再
次收買李﹑張則是璞科第與巴夫洛夫虛構的故事﹐是沙俄駐華官員為私吞鉅款編
造的藉口。3 月 24 日巴夫洛夫致電彼得堡﹐“希望在 3 月 15 日（公曆 3 月 27 日）
25

這些文件對李鴻章較有利的證詞只是﹐李鴻章受賄數額的確
不是三百萬盧布。至於李鴻章至死因沒有全得那三百萬賄款而耿
耿於懷﹐也不能解釋為李鴻章貪心。事實上﹐以李鴻章所擁有的
財富﹐76 也不至於讓他為三百萬盧布而鬱悶至死。77 他出國時極
盡奢華﹐除了虛榮心外﹐似也在向洋人證明他不在乎那點浮財。
最可能的解釋是李鴻章看重的是面子﹐李鴻章認為他受到俄國人
的戲弄﹐是奇恥大辱﹐以至他臨死都對俄人恨之入骨。
至於俄國人行賄對中國人的影響﹐時任陸軍大臣的庫羅帕特
金當時就有比較深刻的評論﹐他說﹕
ᔁႬᄏĆჯপќ෴˞ןᅑ۞ՂᕃౢĎତ˘˞צፖᇷҖࠎĎ
ࠎѩ઼̚ϖᅈ̙ົᛝ़઼ܻĄ઼̚ϖᅈ˧ۋፖర႕߷۞ᜠ
ྮቢតࠎώ઼۞ᜠྮĎ̙҃ߏ઼ܻ۞ᜠྮĄ78

庫羅帕特金算是說對了﹐經過中國人民的長期鬥爭﹐尤其是
簽訂條約以後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項”。3 月 28 日﹐即條約簽訂的次日﹐璞科第致
電維特﹐稱他已“付給李鴻章 50 萬兩”。俄國駐北京的官員如此急切地將政府名
下的公款轉為私人款項﹐似不能認為是為了體現對李鴻章的“信義”。
筆者認為﹐用馬忠文先生的判斷也可反推﹐即在俄國封建專制政府中的官員
“自盜”皇帝批准的用於外交目的的款項﹐也是有非常大的心理障礙的。因而我
們也不能沒有根據地用“也可能”式的“莫須有”推測隨便否認俄官方外交官員
對國家的忠誠。
76

1904 年 4 月李鴻章直系子孫在分家時﹐曾訂有一份遺產分配“合同”。美國學
者福爾索在李經邁的兒子李國超處見到過這份合同﹐徵得主人同意﹐將其收入自
己的著作中。這份李氏家產合同的詳細清單﹐可參閱苑書義著﹕《李鴻章傳》第
519~520 頁。
77
馬忠文認為﹕“像李鴻章這樣一位長期主持清廷外交決策且爵位顯赫的大臣﹐
是否會因貪戀錢財以致淪落到如此境地﹐實在值得懷疑”（馬忠文﹕〈旅大租借
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的“受賄”問題〉﹐《學術界》2003 年第 2 期）。
78
蘇俄國家中央檔案館編﹐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翻譯組譯﹕《日俄戰爭 —
庫羅巴特金﹑利涅維奇日記摘編》第 15 頁。
26

1950 年初毛澤東﹑周恩來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的據理力爭﹐這條“橫
貫滿洲的鐵路幹線”79 終於 1953 年 1 月完全無償轉歸中華人民共
和國。看到這些﹐筆者認為﹐如果沒有更有力的檔案為李鴻章等
受賄行為翻案的話﹐說李鴻章是一個民族的罪人﹐並不為過﹐因
為在受賄的條件下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已不是由政治立場和認
識水平造成的失誤﹐而是主動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犯罪行為。
當然這並不否認李鴻章在位期間也做過的一些有益於民族的事。
但如果因此而對他的受賄並因此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文過
飾非﹐甚至美化﹐那就是不應該採取的學術態度。

79

此指中東鐵路﹐即沙俄修築的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到達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鐵路中在中國境內的一段鐵路﹐亦稱“東清路”﹐
民國以後改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中東鐵路”或“中東路”）。光緒二十
二年（1896 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祝賀沙皇加冕典禮﹐與沙俄簽訂了《中
俄禦敵相互援助條約》（簡稱《中俄密約》）﹐在這個《條約》中規定了有關東
清鐵路的建設事宜。鐵路從 1897 年 8 月破土動工﹐以哈爾濱為中心﹐分東﹑西﹑
南部三線﹐由六處同時開始相向施工。1903 年 7 月 14 日﹐鐵路全線通車營業。同
時修築的從哈爾濱直達旅順的支線鐵路（“中東鐵路南滿支線”）習慣上也認為
是中東鐵路的一部分。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時長春以南路段改屬日本﹐稱為南滿
鐵路。俄國東省鐵路公司還取得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司法管
理權和駐軍的特權﹐形成比一般租界規模大得多的“國中之國”。沿線興起一批
大小城鎮﹐特別是東省鐵路公司的管理中心﹑鐵路樞紐哈爾濱。20 世紀 30 年代﹐
日本佔領東北以後﹐蘇聯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1945 年﹐蘇聯一度又擁有這條
鐵路。1945 年 8 月﹐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
規定﹕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幹線合併為中國長春鐵路﹐簡稱“中長鐵路”﹐歸
中蘇兩國共同所有並共同經營﹐30 年期滿後﹐無償交還中國。1952 年 9 月 15 日﹐
中蘇兩國發佈公告﹐中長鐵路正式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這條鐵路稱為
濱洲鐵路和濱綏鐵路﹐都屬於哈爾濱鐵路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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