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1956年，胡适回忆说，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常负《独立评论》编辑责任的几位朋友的主张并

不一致，彼此之间常有激烈的辩论，比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1]。其时傅斯年墓木已拱，

胡适亦步入花甲，却仍记得在对日问题上傅斯年扮演的反对者的角色，适足反映当年的心态。现在

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对国际组织，国际调查，乃至国际交往原则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与国际

视野相关。

一、“和”抑或“战”：胡适、傅斯年之间的鸿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主和”，傅斯年“主战”。但“战”与“和”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南

辕北辙。胡适“主和”的言论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或非公共领域则是另一番景象。而他与傅斯

年的对日态度也是一个随时势而变的变量，表面看或许有傅斯年“浅看出来”和“深看出来”之别[2]，但

实际上，变化的一直是“浅看出来”的部分，“深看出来”部分则一直没有变多少。

事实上，主“和”也不是胡适一个人的主张，它曾是《独立评论》社多数同人的共识。胡适说：“在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们一二十个朋友曾几次聚会，讨论东三省的问题。”他本人还和蒋廷

黻各自起草了一个方案，由于过于温和，“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3]。 这个方案的基本取向可从他参

从 国 际 视 野 看 胡 适 与

傅 斯 年 对 日 策 略 的 异 同

尤小立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

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

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

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关键词 胡适 傅斯年 国际道义 世界主义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15123

[1]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2]此说法可参见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3]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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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建的“自觉救国会”的宣言中体现出来，就是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提倡“曲突徙薪之

谋”，称赞“甘地精神”[1]。胡适与蒋廷黻起草的方案“始终没出现”的原因，或主要是因为形势和民意

所迫，但如果是在《独立评论》同人中讨论，亦不排除傅斯年座中反对的因素。

胡适在公共领域一直遵循和提倡理性以及渐进的态度，他确信和而不同的雅量是需要通过实际

的经历而逐渐磨练出来的。在《独立评论》三周年之际，也即 1935年 5月 14日，胡适谈到过《独立评

论》决定采用“各人”自己负言论责任的根本态度之初，同人们并不了解这个负责态度，这个“不了解”

其实是不习惯。“例如我的《论对日外交方针》（第5号）发表后，傅孟真先生曾对我说：‘这篇文字要是

先经过聚餐会的讨论，恐怕就登不出来了。’可见那时候聪明的孟真也还看不惯这种各人自己负责任

的办法。”胡适说，“但这个方法后来逐渐用惯了，大家也都不很觉得奇怪了。例如国联调查团的报告

书公布时，《独立》（第21至22号）就发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评论：我不妨称它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

报告’，孟真不妨称它为‘一件含糊的杰作’。此外更明显的例子是独裁与民治的讨论，武力统一的问

题，建设与无为的问题，西化的问题等等，我总是充分登载不同的主张，有时候，独立到《独立》社员自

己开起很激烈的笔战来了！”[2]

“九一八”后，胡适的心态是由相对沉静而逐渐变得激愤的。胡适9月19日日记仅有三条不长的

记录：“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

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

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3]

胡适9月18日当天以及9月20-22日的日记均付之阙如，无从考察这几天其心态的具体变化，但

仅从 19日日记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一句需要与“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放在一起解

读。因为一个月前，即8月6-17日，丁文江曾邀胡适到秦皇岛避暑，他们谈及日本的威胁是肯定的，

这个想法在丁文江确也相当地早，1926年胡适从欧美回国途径日本，丁曾去函敦促胡适久住，以期多

了解日本[4]。而从胡适自身看，1915年，他已经在顾虑日本的强大以及可能的侵略[5]。以是观之，“此

事之来，久在意中”并不能反映此刻胡适的心情，相反，“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

家，事事落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才最让他无奈、愤懑，乃至自责，这种心态也在同日应陈寅恪之请

所撰《题唐景崧遗墨》一诗“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无难补，滔滔四十春”中有所反映。

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和深切的自省是前现代国家知识人在受到现代化后的外国侵略时最容易产

生的反应。胡适此刻所说、以后又屡次提及的“四十年”乃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从1931年上溯，三十七

年前的1894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时，三十七年后，不仅再遭同一国家的二度侵略，他们亦发现

在国内经过两三代知识人努力提倡的现代化的作用有限得超乎想象，从政府到大多数国民都无法认

识到科学对富强的基础作用，故才有四十年白白过去的激愤、自责和感叹。

胡适的沉静和自责，亦与他秉持的理性和学术训练有关。正因为有此学术训练，遇到重大突发

事件时，知识人通常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没有一般百姓那么直接和强烈。然随着对日本侵略影响的感

受和判断的加深，他们的反应也会变得强烈起来。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的前夜，胡适感叹道：“这

一年的光阴，没有一天不在耻辱惨痛中过去的”[6]。从后来提到“九一八”时的一些说法，亦可知胡适

[1]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123页。

[2]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同期陈之迈的《教孩子的方法》中亦特别强调“和

而不同”这一点。

[3]胡适1931年9月19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9页。

[4]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8页。

[5]胡适致留学界公函，1915年3月19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90页。

[6]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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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也心急如焚。这是经过了消化后的反应。

胡适1931年9月14日日记有一段眉批显然是后来添加的，其中说：“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

成一个新‘北大’，9月14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1]1948年12
月13日，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提到：1931年9月17日，“新北大开学了。……可怜第二天就是‘九

一八’”[2]。

不过，傅斯年的反应比胡适更为激烈。在他看来，“‘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

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他甚至认为，“九一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是20
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3]。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亦是极力主战的。“今日为北方大局，

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面

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人生

百年，总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他亦将自己作为战斗者的一部分，说：“我也

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来，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处？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

想的！”傅斯年的主战的确也不是一时性起，他的理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张持久战。他说：

“对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于]我们越有

利。”“历史告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其二，强调主战与民族、国家的复兴有关，也即是说

除了一般地反省外，他亦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视作一种行动上的反省。主战“不仅是‘鹿死不

择阴’的腔调，中华民族之复兴实系于此。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澈底的缔造，

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

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

耳。反正疯狗咬浑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4]

如果从信心上言，傅斯年的“主战”（或强硬）与胡适的“主和”（或温和）并无区别，胡适虽然“主

和”，但并不等于没有信心。就在傅斯年上述文章发表前后，胡适在《上海战事的结束》中说：“自九一

八以来，许多忧国的人都陷入了极端的悲观，眼见那‘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恶劣现状，都几乎不信

这个民族有竞争生存的能力了。”但“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的三十多日的血战，用热

血和爱国心替我民族一洗无抵抗的奇耻，使敌人震惊，使全世界起敬，使中国人人感觉一种新的生

命，新的希望。……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国家的振作，都可以说是在这一役建立下了精神的基础”。

他自己也从中“发见了我国民的抵抗力，增高了我民族的自信心”[5]。在《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中，胡适

又说到，要制定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

拼命”的准备[6]。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胡适本人的态度在向强硬转变，然“主战”的傅斯年似乎仍不甚满意。

他说：“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在今日希望与日本和平解决者，直是做梦。‘理性的’先生们

说，日本的行为是日本军阀的行为，并非日本国民如此。这是全无意义的话。”这明显在针对包括胡

适在内的“主和”一派[7]。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15日傅斯年写下《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其直接目的是

[1]参见1931年9月14日日记眉批，《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5页。

[2]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

[3]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4]以上均见孟真：《日寇与热河平津》，《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

[5]适之：《上海战事的结束》，《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6]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7]孟真：《日寇与热河平津》，《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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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将法刺激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转而武力抵抗。“现在来了这个可以雪国耻雪家耻雪自己之耻

之机会了”。“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北方人之不抵抗，为全国诟病”，故在此之时，“我们若想

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1]。

虽然类似“中国人之不抵抗，为世界诟病”的话，胡适亦曾说过，但此时他仍不想放弃通过国联的

斡旋和道德上的制裁，以及日本内部文治力量崛起而对军国主义者有所牵制的可能性。面对国内盛

行的“抵抗”之声，他又展示出“魔鬼辩护士”的一面，故才有“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

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的说法[2]。

实际上，傅斯年也看到无序地徒言“抵抗”或借“抵抗”之名并无实际意义。他稍早曾指出：“现在‘抵

抗’固已成为众口一词的话语，然而放一枪，开一炮，尽民之膏泽以买飞机一类的抵抗，还不算数。既

要抵抗，又要抵抗得好，否到[则]昔日醉生梦死之无抵抗，今日醉生梦生之抵抗，其无济而有害于国家大

事国民荣誉是一样的！”[3]这也是傅斯年“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的理想[4]。

胡适的复杂之处在于，他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这种不一致也非

有意为之，而是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上述“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一段话写于

4月11日，而就在半个月前，即3月3日，他和丁文江曾致密电于蒋介石，言“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

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5]。

这明显是在“主战”，他所以不出来公开“主战”亦明显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回应，又不希望无序

地作战有关。

胡适与傅斯年之间最直接的冲突，即人们常提及的后者扬言脱离《独立评论》一事。其实，这仍

然是“战”与“和”的差异引起的。在华北问题上，胡适是现实主义者，他主要是考虑以小损失换取时

间。他认为，此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欧美都希望中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个暂时缓和的时段。这

也是《保全华北的重要》的重点所在[6]。而傅斯年则不免偏于激情和理想，以他之决心，他还是想寸步

不让、寸土必争，自然不接受胡适的妥协态度。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说：“孟真为我最近的文字

（保全华北），大生气，写了一封信来，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但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

交。其实他当时不曾见我的原文，只见了日本新联社发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没有的，又是

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说‘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原注）”又说：“今天孟真说，他

见了我的原文，他的气平多了。”[7]

如果单看这一段，确实不容易判断胡、傅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因为其时胡适正在南京，他与傅

斯年出游时同乘一辆汽车，有直接见面和交谈的机会，所以在随后的日记中胡适说：“此次与孟真长

谈的结果，他的误会全消了。”但从下面的谈话内容亦可知，傅斯年只是顾全大局地“容忍”和“谅解”

而已。因为据胡适日记，在他们交谈中，他提出了三点：“（1）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

解。”“（2）凡立一说，我们岂能因为此说或被外国人翻译去而就不发表吗？我们只应对症下药，而不

应太顾虑到外国人如何重视我们的方子。我们的责任是对我们自己人说真话；岂可因为怕外国人听

[1]孟真：《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实际上，胡适也曾对张学良转而武力

抵抗，以雪前耻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具体见其1933年3月2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87-188页。丁文江也写过

《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要张拿出血性来。参见《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2]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3]孟真：《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

[4]孟真：《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

[5]胡适1933年3月3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88-189页。

[6]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

[7]本段与下段，分别见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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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就不敢说真话？”“（3）《独立》诚有太和平之处，你们何不多说不和平的话，使《独立》稍稍减轻其太

和平的色彩？”

可见，傅斯年不满于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有两点：一是“顾虑到外国人如何重视我们的方子”，

即担心胡适的发言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影响；二是觉得《独立评论》上缺乏激情的主战文字，这个

“太和平”的表现其实也是熊十力所不满之处[1]。 然从第一点“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

谅解”一句也不难发现，胡适主要还是从维护团结出发，才声称傅斯年的“误会全消了”。因为一年

后，傅斯年仍屡提《塘沽协定》，以为是“半跪”的姿态，且颇耿耿于怀[2]。他的强硬就绝不是“误会”可

以解释或“误会全消了”可以描述的。1935年6月21日，《独立评论》杂志社聚餐，傅斯年对胡适通过

王世杰向蒋介石提出的两个方案再次表示不满。胡适在当日日记中感叹：“这个情形又与三年前无

异。”他说，“热诚可敬，但他是不肯细细平心考虑的。为国家谋，不能不细心，不能不远虑。”[3]

二、国际道义：尊重国联及其调查报告书的原由

其实，态度强硬的傅斯年在一些问题上，亦颇受胡适的影响。此影响往往与分歧混同在一起，形

成一种变与不变的持续叠加。这一切又集中表现在对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态度上。

1932年 10月 2日，国联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正式公布后，胡适与傅斯年的态度就不甚一

致。胡适见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译文后，“又用英文原文对勘了一遍”[4]，于10月4日写下《一

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表示欢迎和接受，而傅斯年则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后发表的《国联

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中称“国联报告书弄到不上不下之地位”。傅文表面上是对公众发言，实际却是

针对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所以开头便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称赞它的说

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论，不同情于它而不至于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者，也有甚至说他是件‘含糊之杰作’

（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为称它为‘含糊之杰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为

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5]

这种轻蔑的口吻当然主要针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而胡适之论所以不能幸免，是因为在

傅斯年看来，胡适所认可的“自治”，只能助长日军的变本加厉。但此时对胡适而言，“自治”仅是背

景，而现实的考量才是重点。胡适认可调查书，是因为报告书的内容在两个方面满足了他在《对日外

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变“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的办法”，乃是“一种精密预备的计划”；二是

对建立“满洲国”“最有力的两个因子是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即认为是这两个因

子促成了伪“满洲国”的成立[6]。后来他解释这两点时，还是强调国联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这个基

本底线。而报告书的另一贡献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7]。

在胡适看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所以体现了“世界正谊的最大胜利”，是因为表决者中不乏袒

护日本的人，却是全票通过。而这样一来，如果日本违背了国联的报告，就“是与世界正谊的作战”。

他说，这是由于西洋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训练，建立了“公断人”的信仰。只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

[1]参见熊十力：《要在根本处注意》，《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2]参见傅孟真：《政府与对日外交》，《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6月10日，第1张第2版；在《睡觉与外交》中傅斯

年仍悲愤地说：“自《塘沽协定》之大辱以来，军事上尽撤藩篱而东向乞怜之姿态，在巧舌如簧的政客口中，固尚有几分

强辩可以敷说；独此外交上之极度松懈，一若‘为长者折枝’而不为，真不知是何居心也。”参见《独立评论》第 114号，

1934年8月19日。

[3]胡适1935年6月21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486-487页。

[4][6]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5]孟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日。

[7]见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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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报告书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没有报告书就没

有了可依据的是非标准。报告书给了国联一个最可信任的事实的基础与解决的原则。胡适注重和

谋求的是道义以及道义上的支持，而在他看来，报告书已经从道义上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侵略东北

的非正义。有此道义基础，才能考虑下一步收回领土的问题。

而傅斯年则不满意报告书中批评中国的内容，如“以为中国之不上轨道是世界的患害，而为此满

洲事件之一个主因”。因为这个说法正是日军侵略东北和中国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满报告书中

限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之行使，以及给予日本人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国联给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换

得一个独立名义之取消，并完全超过日本民政党内阁所要求五条之上了。”[1]

胡适的《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一文差不多是在傅斯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发表

四个月后所写的，但他显然没有忘记傅的质疑。他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恰好回答了傅斯年的上述质

疑。“报告书里自然有不少指斥中国的文句，……但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完全偏袒我们自

己的见地，是一种不偏不袒的公断人报告。完全偏袒我们的意见，和完全偏袒日本的意见，在中立国

家的眼里是同样可以怀疑的。”故日本违背国联的报告等于是在“与世界正谊的作战”[2]。

胡适其实是想寻求、认可和建立一种国际通行的“是非标准”，也即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国家

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

资格。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

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

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

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

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3]

在这里，胡适表现出的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正义理想。在此前后，他又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提到

“国际眼光”的重要。他所以希望国联来调解，不仅是受到威尔逊以国际组织来代替各国联盟的竞争

以维护和平主张的影响，亦希望真正按照国际惯例来办事，以使中国真正融入到国际体系和世界秩

序当中，这也是世界主义意识的体现。

但这一切亦非全出于理念，也是针对国内外交上简陋和狭隘的现状，以及国民党政府对国际外

交的不重视而言的。1933年，胡适曾提到了“九一八”之初，“世界各大国都没有中国的公使，只剩一

个施肇基在日内瓦唱独角戏！政府里也只有一个宋子文在北极阁上支撑那危迫的局面！”他说：“两

年以来，外交方面的成绩在于抓住了国联与美国两线，后来又修复了苏俄的一线。在事实上虽然没

有多大的挽救，但在精神上却可说是有了很大的成功。”此处的“成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就是使

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大问题，使中国得着世界的文明国家的道德的援助，使我们的敌人成为整个

文明世界的道德贬议之下的罪人。”[4]

尽管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国际联盟的地位，胡适还没有乐观到无视现实的程度，他主要是不想放

弃国际调解的机会，不想因此被排除在国际之外。故1933年1月，他预测到国联调解会失败，但仍坚

称国联的失败是“光荣的失败”[5]，并坚持说：“我们的将来必须倚靠一个比较近于人类理性的国际组

织，使强者不轻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头讲理，安稳过活。”[6]

此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胡适译为司汀生）代表美国提出的“不承认主义”也让胡适兴奋。这不

[1]以上见孟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日。

[2]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

[3]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

[4][6]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5]胡适：《国联调解的前途》，《独立评论》第36号，193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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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为胡适早年接受的和平主义在起作用，也与胡适1919年在“神州学会”题为《非攻》的演讲中“武

力是极危险的东西”一说相契合[1]。胡适声言：“不承认主义”（或“司汀生主义”）“确是开了一个‘国际

公法从来未曾有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认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他说：“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理想，它

的成功与失败是关系全世界人类的前途的。”[2]

其实，傅斯年1932年12月至1936年5月间赞扬国联，认可国联存在的价值多少都是受胡适的影

响。前述他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中称报告书是“不上不下”的“含糊之杰作”，但不久即在《这

次的国联大会》中改口说：“以前国联虽无多帮助于中国，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们这边，没有人

公然以日本为是的。”[3]对国联有所期待，自然也就关注国联的动态，而特别是傅斯年出于民族主义立

场，且偏重于从策略上看待国联的作用，故当1933年2月，他观察到国联“突然转于强硬的态度”，因

而可能有利于中国时，便开始驳斥国内流行的“国联路穷命尽，且作困兽之斗”之说[4]。

而针对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事上的软弱，傅斯年进行激烈批评时，也从外交策

略上强调国联的作用。他说：“国联已因我们的不争气——热河战之不力及《塘沽协定》——被人看

破了偶像权威，而我们今日还是依赖着国联的决议案，才能维持关于东北之法律地位。对国联的态

度我们断无佔在日本一面的道理。……总而言之，公式必须郑重，语言必须明了，责任必须指明是

谁：重的事件必须不能轻说”，否则，要“斫丧‘国家的人格’。”[5]此时傅斯年未必非要“主战”，但他在对

日问题上，无论抵抗，还是外交，都是主张强硬的。“局势至于今天，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

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同时强调说，对欧美国家的外交，要增进效率[6]。

傅斯年在《睡觉与外交》中对国联的解说，几乎就是胡适说法的翻版。他指出：“国联遭日本之一

击，德国之再击，而威权大失，诚是事实，然这局面也不是一往不变的。……国联本身无尺土之守，一

人之柄，本是一件空东西，然而他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些空东西，而是些强大的国家，环以多数的小

国。……国联不是别的，只是世间受了欧战之教训以后，想出来的一种以会议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

替一个重心之新的国际政治合作机用”。他还指出，国联转机在望，忽略和轻视它的做法，诚为不智[7]。

直到1935年10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渐加深，国内舆论对国联越来越

表示怀疑之时，傅斯年仍在响应胡适《国联的抬头》中的立场，维持着国联的地位。他说：“今日国联

虽遭空前之难端，却不能不同意于胡适之先生所称‘国联的抬头’。在国联的抬头中，我们不能不一

喜一惧。”[8]

虽然在另一篇文章中，傅斯年依然站在胡适一边，极力为国联辩护，并提出应对国联的三原则，

即“第一，我们对国联，切不可认他为发泄自己虚荣心的场所。”“第二，中国必须以国联的立场为立

场，以应接国联。”“第三，若求以国联为机构，把我们放在‘集体安全’中，既在常时不可不积极的尽我

们的责任，如上文所说，尤应知道我们必须先作牺牲者才能盼望《盟约》之保障发生效力。”[9]但正是这

第三点，透露出傅斯年态度上的变化。

[1]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9年2月（此为实际出版日期）。

[2]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

[3]孟真：《这次的国联大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

[4]孟真：《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独立评论》第39号，1933年2月26日。

[5]孟真：《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独立评论》第91号，1934年3月11日。

[6]傅孟真：《政府与对日外交》，《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6月10日，第1张第2版。

[7]孟真：《睡觉与外交》，《独立评论》第114号，1934年8月19日。

[8]傅孟真：《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0月7日，第1张第2版。

[9]参见孟真：《国联与中国》，《独立评论》第174号，193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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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喜一惧：道义与现实的冲突

从“一喜一惧”之说亦可知，傅斯年远没有胡适那么理想和乐观。在《国联与中国》中，傅斯年虽

然也在批评指责和怀疑国联：“此时在国内诅咒国联，蔑视国联以及愤慨国联者，无论是办报的或政

府中人，皆拾人之唾余，充分表显其绝对无知识而已。”“譬如怨着说‘国联瞧不起我们’，这话根本无

意识”！但他同时也说，“我以为，无论中国目下如何苦痛，无‘国联的抬头’如何‘远水不济近渴’，我

们的上下，总该深切注意国联形势之演转，而考虑自己的立场。”“我们现在不要管国联如何待我们，

只要问我们如何待国联。不要问国联能不能在将来帮我们，只要求我们能为自己的生存先天下而吃

苦。”[1]这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

差不多半年后，傅斯年终于忍不住在《大公报》上发表《国联之沦落和复兴》。“到今天，国联真算

它有生以来最倒霉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败，现在竟弄到毫无荣誉可言。”[2]在另一文中，他干脆

说：“现在真是国联最不能抬头的时候了！”这自然是针对胡适“国联的抬头”一说的。他特别提到“超

国家”的理想，因为傅斯年显然明白，胡适之理念中有威尔逊的影子在。他说，威尔逊总统最初所欲

望的，比现在的国联还彻底得多，只因和英法等国的妥协，弄成《凡尔赛条约》中的一章，本有些不伦

不类了，再加上自决的民族无一定的界说，于是殖民地照旧是殖民地；又承认一切现状，即承认维护

最近胜利者之法益，即等于抑压最近失败者使其不能自脱于束缚，于是国联偶为一般真正热心的理

想家所菲薄。他希望改变一种无所不包的集体安全组织[3]。 这等于是又推翻了自己在半年前的《国

联与中国》一文中极力主张遵守的“国联的立场”。

傅斯年对国联的彻底失望，从反面证明他当初对国联的赞同实是受胡适影响的结果。然傅斯年

转变态度之后，胡适还在努力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胡适也承认，近八个月之中，“国联制裁

完全不曾发生效力”，但他对国联依然寄托了希望，故认定应该加强国联的力量[4]。不过，张文只是说

“现在国联是没落了，将来国联的复兴必须是一种变相的复兴”，在本期《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中胡适

却说，这与傅斯年的说法“并没有多大的冲突”[5]。换言之，傅斯年上述二文，本来表达的是对国联的

失望，在胡适的解读中却成了置死地而后生式的乐观。他说，傅斯年的意思是“国联的复兴靠这次的沉

沦”。在国联的问题上，他与傅一样，“都是比较乐观的”[6]。显然，胡适是有意维护二人观点的一致性[7]。

彼时，胡适与傅斯年有关国联的言论基本都是发表在《独立评论》及《大公报·星期论文》上，他们

希望通过舆论这种知识人的方式去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他们提供的却不是政策本身。而总体

看，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国联的态度一直存在着分歧，这一分歧也是两大巨头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矛

盾引起的。前者要求尊重国联，有一部分原因是针对后者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胡、傅对国联的

[1]孟真：《国联与中国》，《独立评论》第174号，1935年10月27日。

[2]傅孟真：《国联之沦落和复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5月3日，第1张第2版。又见《独立评论》第200号，

1936年5月10日。

[3]以上见傅斯年：《国联组织与世界和平》，原载《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收入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2页。在1935年9-10月间，胡适连

续写了《国联的抬头》（《独立评论》第170号，1935年9月29日）和《再记国联的抬头》（《独立评论》第172号，1935年10
月13日）对国联关注的同时，还有一种希望的寄托。

[4]胡适：《国联还可以抬头》，《独立评论》第202号，1936年5月24日。

[5]胡适：《二〇一号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6]胡适：《国联还可以抬头》，《独立评论》第202号，1936年5月24日。

[7]其实，早在1935年，胡适与傅斯年产生分歧之初，他就在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这中间自然存有“公心”。胡

适在《一四一号编辑后记》中提到傅斯年的《中日亲善》，要当局注意此文。刊《独立评论》第141号，1935年3月10日。

胡适这么说，不是同意傅斯年的意见，而是要当局认识到这个极端言论代表着社会一个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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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满于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外交”政策。

在对待国联的问题上，汪精卫因为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对国联往往不以为然，在他们一派看

来，依靠国联或国际干预最多不过是得到“国际共管”的结局。胡适起初也是主张直接交涉的，但那

更多地是针对张学良和国民党方面的不抵抗以及随后的“不撤兵，不谈判”的回避政策的。胡适后来

与汪精卫的分歧也在于此。胡、汪两人都看重日本“文治力量”的兴起对极端派军人的制约，但这个

“文治力量”却一再被压制。而同样是主张直接交涉，胡适一直强调要在国联的主持之下进行，这个

“公开外交”却不是汪精卫所情愿践行的。关键是，当时势发生变化后，胡适改变了态度，而汪精卫则

一条道走到黑。

当然，在东北沦陷的初期，直接交涉未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何应钦回顾此事时，对胡适

之见就加以肯定。“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即异常兴奋，但也一部分人烛及先机，主张相机及

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于迟迴

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深，问题愈陷僵化。”[1]

“九一八”后，蒋介石痛恨日本侵略，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但基本的倾向是率先考虑通过国联和

《九国公约》来限制日本。9月21日，他在国民党干部会议及当天日记中说：“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

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2]这是最早有关依靠国联的表态。12月2日，他在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表明了通过国联解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立场。他说：“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要

脱离国际联合会的关系，我们要在国际力量保障之下，使日本撤兵。”但蒋介石、国民党和胡适对国联

作用的认知，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胡适强调依靠国联，是基于他的世界主义立场，希望中国真正融

入到国际中去，而蒋介石、国民党并无此理念，他们仍是从策略上着想，且主要是为了减轻国内政策

和舆论上的压力。时任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就明确表示，国民党政府信任国联，可以得

到四个“利益”，其中第一个利益即是：“对于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3]

1938年，蒋介石决定委任胡适为驻美全权大使，胡适犹豫不决，正是傅斯年的力劝才得以成行。

他们师生又回到了同一条轨道之上。但现在看，胡适寄希望于国联和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更多地

是道义使然，故在没有希望时，亦保持着些许的希望，直到希望彻底破灭；而傅斯年则出于策略考量，

故很容易在看不到希望时秉持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撇开国联。但他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其批评后

者的言论基本与胡适一致，他们都在呼吁积极外交和“公开外交”，这也是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外交

诉求的反映。这里不存在理想与现实孰多孰少的问题，因为他们彼此都有理想与现实的一面。只能

说，胡适考虑更多的是怎样在尊重国际组织、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原则的基础上，让中国尽可能地融

入世界，进而为世界所承认和尊重。但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横行之时，一方面国际通行和公认的规

则未能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国际道义被法西斯主义者无情践踏而失去了信誉，他的这个愿望自然无

法实现了。

〔责任编辑：肖 波〕

[1]参见何应钦：《敌乎？友乎？》，收入其《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附录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04页。

[2]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9月21日，转引自金冲及：《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

究》2014年第1期。

[3]以上分别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

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201页，第112页。

--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