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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2021 年 8 月，華裔美人余英時去世。華裔？人李澤厚“驚聞噩

耗，匆改名聯，以誌哀傷，不計工拙：著述之精，助人之勤，我愧不如

兄長；和而不同，交淡如水，同期無負平生。”1 左宗棠 60 歲抬著棺材

出關，收復大部分新疆，從來歸檔狹隘的民族主義。8~14 年抗日戰爭，

國軍將士正面戰場流血犧牲，可歌可泣！1931 年 918 事變，1935 年《何

梅協議》中日親善，通商、通郵滿洲國，華北自治~撤出國民黨和中央

軍，嚴禁抵制日貨。1937 年七七事變，1938 年南京大屠殺，1940 年國民

黨副總裁汪精衛回鑾南京國民政府，先後宣戰英國、美國。1945 年日本

投降，輿論壓力審判支那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 — 曾任華北方面軍司

令官瘋狂“三光政策”，當庭無罪釋放，名著《剿共指南》遍發國軍，

軍事顧問全面內戰。日本人至今參拜靖國神社和中正神社，祭奠抗日戰

爭總司令。2 余英時重新定義汪精衛=烈士+詩人，唱和不僅黨國領袖，

而且胡適、馬敍倫、陳寅恪、錢鍾書等學術泰斗，公忠體國“屈服乃上

策。…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1 左宗堂挽聯曾國藩：“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

相期無負平生。” 
2〈不僅參拜靖國神社而且中正神社〉，大風網站微信公眾號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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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衞《雙照樓詩詞藁》序 
 

余英時3 

 

多年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

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分欣賞他的古典創作。在我們信札往復中，

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我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

精衞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他雅意拳拳堅約我為箋釋本《雙照

樓詩詞藁》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我一諾無辭，然而也

不免有幾分躊躇，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落筆。我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

評，也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此對於汪精衞詩詞本身的

分析和評價，我只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兩個

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

很早便已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於汪精

衞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索興

趣，希望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

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下面便讓我從

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如果記憶不誤，我想我最早接觸到汪精衞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

間。大約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絕

寫給我讀。像許多讀者一樣，我當下便記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

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我很崇拜“革命烈

                                                        
3 汪精衞：《雙照樓詩詞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6~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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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有

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寫汪詩給我的人（已不記得是誰），似乎並沒有告

訴我，汪已投靠了日本。無論如何，在窮鄉僻壤的安徽潛山鄉間，汪政

權的存在根本無人注意。我是在 1946 年重回大城市以後才弄清楚所謂

“漢奸”問題的。 

第二次發現汪精衞的作品是在 1950 年的香港。我偶然在報刊上讀

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

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

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裡，

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

寒螿夜月愁秣陵。4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

謀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達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

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立即體會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實感，

而且對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

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但是汪精衞早年〈被

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這是“鉅

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5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

確，但卻完全不能激動我。6 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
                                                        
4 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雙照樓詩詞藁》

註釋。 
5 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 1986 年，第 163 頁。 
6 按：吳詞也引在《雙照樓詩詞藁》註釋中，讀者可以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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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

文章，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壁報上。但這是 62 年以前的事，

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詩詞，我更相信我最初對〈落葉〉詞的

理解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

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

檢點平生未盡心。7 
 

這是他在 1939 年 6 月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

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運動”，其實

即是建立政權。但從這首詩看，他不但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

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

反應完全不同。（見後） 

總之，以我個人的眼光來看，汪的古典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

達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我手寫我口”，我以

為汪的詩詞則是“我手寫我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

昌·甲申冬作時卧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衞，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

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

致。錢鍾書 1942 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

                                                        
7 見《掃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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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

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

高位從來讖易成。 
 

1943 年春季正值汪氏 60 歲，陳群（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

詞藁》，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8 錢與

龍時相過從，9 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旨趣已有人討論

過了，限於篇幅，不能詳及。10 下面我只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鉅

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即高度

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鉅

公”而已。第二、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色，如“寒相”、“死

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

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

“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衞有欠公允。從我所接觸到的

一切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我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主要是他內

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我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

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生平與日本謀和，求得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瞭解。 

首先必須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

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

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征服者的宰割

                                                        
8 見龍沐勛 1947 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雙照樓詩詞藁》“附錄”

三。 
9 見錢鍾書：〈得龍忍寒金陵書〉，1942 年。 
10 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六卷第一期，2004 年

1 月，第 10~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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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衞一人所獨有，而代表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

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位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

家 — 陳寅恪 — 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 1937 年 7 月 14 日的

日記中說： 
 

晚飯後，7~8 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

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

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

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11 
 

同年 7 月 21 日又記：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12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下議論，陳氏兩次都

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

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 1944 年年底胡適在

美國一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

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

爭。13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

到 1937 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14 

                                                        
11《吳宓日記》第六冊，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第 168 頁。 
12《吳宓日記》第六冊，第 174 頁。 
13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4 年，第 203 頁。 
14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1937 年 9 月 8 日條，第 4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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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的話是許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

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

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

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

族氣節充分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

“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痛苦，最近《陳克文日記》刊佈，

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

（1898~1986）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 1938 年底“艷電”

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

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信任。《日記》1937 年 11 月 7 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

擾。15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上海之戰已潰敗，南京也將棄守

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有所接觸，已露出別樹一幟

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 18 日條云： 
 

上午 8 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

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指示地圖，說明政府遷往

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

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

時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

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

                                                        
15 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 12 卷第 8 期，2010 年 8

月，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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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

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16 
 

這是政府撤離南京前兩三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

苦”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

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17 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

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

“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此一個月後在漢口（12

月 19 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記事：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

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可能”云云）

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

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

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

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

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

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18 
 

汪氏的“綱要”主要是為他的和平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

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止

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可

                                                        
16 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七），《萬象》第 12 卷第 10 期，2010 年 10 月，第

47 頁。 
17 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10 月 31 日條，《萬象》第 12 卷第 8 期，

2010 年 8 月，第 45~46 頁。 
18 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 12 卷第 11 期，2010 年 11 月，

第 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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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

變政策，然而並未奏效。 

這裡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

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1939 年 1

月 4 日汪復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 
 

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

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

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

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

注意也。19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他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

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 1937 年 11 月 18 日的日記說： 
 

（高）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群）談，時局仍有百

分之一轉機；今日上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20 
 

可知孔祥熙、張群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 1938 年 11 月 8 日有

一條日記說： 
 

晚上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

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21 
 

同月 12 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19 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 1959 年，

第一冊，第 20 頁。 
20《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3 年，第 94 頁。 
21《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第 6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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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答我的佳電（按：指 11 月 8 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

未為所動”。22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 10 月 22 日廣州陷落，再過五、六

天武漢又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

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關閉了與日本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

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記全編》1938 年 11 月

26 日載： 
 

8 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

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

衞文麿）宣言草稿，商至 12 時始散。飯後午睡。3 時起。4 時復至汪

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

自決，不出任何意見。23 
 

第二天（11 月 27 日）周又記： 
 

5 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夫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

出難問題甚多。余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

謂簽字部分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復電。經數

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

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左思右想，前顧後盼也。24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理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重要。但這裡必

                                                        
22《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第 619 頁。 
23《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201 頁。 
24《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201~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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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1938 年 11 月 12 和 13 日，梅思平、

高宗武分別來到上海，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

判。最後在 20 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

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麿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

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直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做到

這一點，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25 從上引周

的兩條日記可知，梅思平從上海回到香港後，立即趕到了重慶，向汪報

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如何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

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 —《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

— 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如何，這時（11 月 26、27 日）

離他出走河內（12 月 19 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

之衝突與痛苦，已可想見。 

甚至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然內心充滿着悲苦，而未露出半點

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敍倫 1945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1940），精衞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

衞：“是否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

否？”精衞亦不能肯定。26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

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時期的心情。 

                                                        
25 參看《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199 頁，編註 3。 
26 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第 31 頁，引在劉衍文〈《石語》

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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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周佛海日記》1940 年 3 月 19 日記： 
 

7 時起，陪汪先生謁（中山）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

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27 
 

這是在所謂“還都”（3 月 30 日）前 11 天的事，汪卻仍然深陷在

悲苦的情緒之中。 

以上我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 1940 年

他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狀態，

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面這個看法：由於確

實相信“戰必亡國”，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

為代價。他在 1944 年 10 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28 
 

他明知“與虎謀皮”，都仍堅持應“忍痛”為之，這正是他晚年心

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這裡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

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心理描述之後，我們現在不能不承認，這幾

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達到了藝術的

高度。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

                                                        
27《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265 頁。 
28〈最後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五冊，香港：春秋雜誌社

1964 年，第 159 頁。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復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十

分真實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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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

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29 
 

此詞作於 1943 年重陽，即公曆 10 月 7 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

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 11 月 10 日便病死於日本名古屋醫院。

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府

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

如出一轍。但是如果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情〉，我們便不能不承認，

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

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

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30 

以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復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

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

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

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

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

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31 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

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32 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

                                                        
29 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 2 頁。“眼底風光”

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

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30 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精神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 — 陳

克文日記》附錄 12〈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31《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1937 年 10 月 6 日條，第 79 頁。 
32 此一問題這裡不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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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階段，周的主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然

而到了後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

覺中，流露出來了。《周佛海日記》1940 年 1 月 26 日條： 
 

8 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

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33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南京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

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

的“戲言”其實即是得意忘形的輕佻表現。同年 3 月 31 日，即偽“國

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4 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的，

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

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

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

此亦足以自豪。34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輕狂心理發揮到了極致，而且

更暴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

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同年 5 月 3 日的日記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生動

也最有趣的例證： 
 

劉復之算命，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49 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

                                                                                                                                                                   

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8 年，上冊，第

202~204 頁。 
33《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237 頁。 
34《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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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

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35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

其權力慾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算命先生的靈驗也

實在令人驚異。我猜想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 49 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

不過不便明言，只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

不失為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滿懷

“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

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羅是周一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出任偽

司法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

書。陳克文 1937 年 12 月 17 日記載了他在漢口的一次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敘談。虧他

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

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

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

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

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

來。36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具

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典型的

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層次，然後

                                                        
35《周佛海日記全編》上冊，第 288~289 頁。 
36《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 12 卷第 11 期，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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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不

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

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 1940 年 2 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

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

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

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37 傅斯年富

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

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

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

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

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38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39 

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

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

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

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最高地位。1938 年 3 月 29 日

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

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

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
                                                        
37 見〈汪賊與倭寇 — 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第五冊，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 年，第 229~236 頁。 
38〈汪賊與倭寇 — 一個心理的分解〉，《傅斯年全集》第五冊，第 232 頁。 
39〈彭寵傳〉，《後漢書》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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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

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

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者，皆令人

寒心；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40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

大。陳克文是很感念陳璧君的人，41 卻也在《日記》中一再記下了陳璧

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42 但最直

接可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1944 年 8 月 10 日周專程到日本名

古屋醫院探望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夫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

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

真不知吾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43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唯恐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

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

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 1944 年 3 月 3 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

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44 

                                                        
40《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第 30~31 頁。 
41 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 — 陳克文日記，1937~1950》，1947 年 1 月 19

日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 
42 如 1945 年 4 月 8 日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 
43《周佛海日記全編》下冊，第 909 頁。 
44 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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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

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分。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

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

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

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45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

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

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

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

他個人的悲劇便注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所以下面引

他 1923 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

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

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

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於那些

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下

                                                        
45《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1944 年 11 月 13 日條，第 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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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給你看看。 
 

                 曉  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裡，小姑鬟影落春瀾。 
 

你如果來上海，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康健 

兆銘  10 月 4 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46 信中所引〈曉煙〉

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

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似乎還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

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46《胡適日記全集》第四冊，1923 年 10 月 7 日條，第 115~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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