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

张天社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 长期以来未搞

清楚, 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新史料进行实证,认为西安事变期间周与蒋曾两度会面,第一次在 12月

24日晚上 10时以后,第二次在 25日上午 10时许。前次会面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 但因时间已

晚并未多谈;二次会面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 蒋介石表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统一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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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会面,无疑是西安事变和国共两党的重大事件, 但是周恩来

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未搞清楚。本文根据近年公布

的西安事变新史料,进行实证辨析,以期澄清这一问题。

一 周蒋会面时间和次数的不同说法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和次数,从西安事变发生时起就存在不同的记述和

说法, 以致后来的学者莫衷一是。总结起来有以下 3种:

(一 )一次说

一次说大量存在于大陆的回忆材料和研究论著中,但对其具体时间尚有分歧。大陆的回忆材

料都说周蒋会面是 1936年 12月 24日晚上的事, 并就这么一次。

上世纪 70年代末,申伯纯在 !西安事变纪实 ∀中说: 当天 ( 24日 )晚上, 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

同去见蒋介石。 #申伯纯此书影响很大,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采取此说, 无所怀疑。全国政协西安

事变史领导小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就认为: 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 陪周去见蒋

介石。 ∃

到上世纪 80年代, !周恩来选集 ∀公布了关于西安事变的 3封电报,其中在 12月 25日晚上致

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周恩来汇报了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结果,介绍了他与蒋介石会面的情况,其

中说: 蒋已病,我见蒋  等语。% 但是电报中没有说明他见蒋的具体时间,有人据此推断这是 25日

当天的事。上世纪 90年代,杨奎松在 !西安事变新探 ∀中认为: 25日谈判后,蒋介石第一次接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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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然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传∀和张魁堂所著 !张学良传 ∀、李义彬所著 !张学

良与西安事变∀等书仍坚持认为: ( 12月 24日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 ∃不
管 24日晚上或者 25日上午,大陆学者认为只有这么一次。

(二 )两次说

两次说多见于国民党方面的记载和台湾的论著中,但对其具体时间也存在分歧。西安事变结

束时, 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傅斯年认为周蒋在西安有两次会面。 1937年 1月 4日, 傅斯年在致蒋梦

麟、胡适等人的信中说: 周恩来晤蒋两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 第二次谈得甚好 (此事弟已在此间

得到 conf irm at ion[证实 ] )。 % 1月 7日,傅斯年再致函蒋、胡称: genera lissim o[委员长 ]在秦,晤周

恩来两次。第一次不发一言,听周演讲。第二次谈得很高兴。 ∋傅斯年当时为中央大学校长,与南

京上层关系密切,况且当时事变刚结束不久,所以他的记载可信程度较高,但他却没有提及周蒋两

次会面的时间。

台湾学者王廷禹在!细说西安事变∀中,根据宋美龄 !西安事变回忆录∀记载周恩来与她曾两次

会谈等内容,推断这两次谈话 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  。( 并认为其时间在 23日、24

日。而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 ∀中虽也认为周蒋两度会面, 但又认为其时间在 24日和 25日。

24日这天))中共中央的新指示到了西安, 周恩来就根据这新指示当夜 10时去看了蒋和蒋夫

人  。 圣诞节的早晨,周恩来第二次往见了蒋和蒋夫人  。∗

(三 )三次说

由于前两种说法在具体时间上存在分歧, 于是就衍生出第三种说法,即 23日、24日、25日周蒋

三次会面的猜测。近年来,张俊义在解读宋子文 !西安事变日记 ∀时, 就提到: 在日本外务省保存

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中))记载,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共会面三次))究竟情形如何, 尚

需进一步考证。 +

由于时代的局限,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周蒋会面问题都避而不谈, 隐

讳莫深。蒋介石在其 !西安半月记∀和张学良在 !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均对此事只字不提。宋美龄

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中虽不点名地记载了她与周恩来的两次会谈, 同时强调周恩来 甚明大体

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 。, 可见蒋、宋、张都有意回避此事,使得周蒋会面问题难以明朗和清晰。

二 周蒋会面时间和次数的考证

在西安事变中,周蒋究竟几次会面,这是国共两党在十年对立后的重大事件,也是两党走向合

作抗日的重要事件,所以我们尚需借助近年公布的新史料仔细考证。

其实,不论是一次、两次,或者三次会面说,不外乎就是 12月 23日、24日、25日三天的不同组

合。如果弄清了这三天的基本情况, 周蒋会谈的时间和次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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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2月 23日周蒋会面一说并不存在

2004年 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了他们珍藏的宋子文档案, 其中包括宋子文 !西

安事变日记 ∀,同年!百年潮 ∀第 7期上公布了张俊义的译稿。根据宋子文日记记载, 周恩来曾两次

面蒋, 一次是 12月 23日深夜,另外一次是 12月 25日。宋子文日记在 23日记载: 当日深夜,周拜

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短寒暄了几句。 25日记载: 我与蒋夫人见了周, 他再次要求见

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周见了委员长。 #宋子文!西安事
变日记 ∀的公布对 12月 23日、25日周恩来两度见蒋的观点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但是,我们认为 23日周蒋是不可能见面的。12月 23日是宋美龄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她在回

忆录中明确记载蒋介石 不愿见  周恩来。周恩来到西安后, 每天都有几封电报给陕北中央, 如果

23日周恩来已与蒋见面,他不可能直到 25日释蒋时才将此事报告中央。这时双方谈判还没有取

得任何成果,中共中央的释蒋指示也没有到来,周见蒋的时机并不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年 7月, 西安事变时的中共代表之一博古在汉口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采访时,他向斯诺谈到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斯诺记载说: 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

12日 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当夜 10点钟后周第一次去见了蒋。在此之

前,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 主要是经蒋夫人、端纳和张学良的力劝他才同周见面))在他们初次会
见之后,周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蒋, 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 斯诺进一步记载说: 周在之前也许

可以去见蒋,但一直在等博古从保安把红军的条件带回来。 ∃博古的谈话证明西安事变期间周蒋曾

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在 12日 24日晚上 10点以后,而不是 23日;第二次是在 25日圣诞节的上午。

博古与周恩来同为西安事变时的中共代表,他们虽有分工, 但是互通消息协商行事的,博古肯

定熟知周恩来的行踪和活动;况且当时处于国共二次合作的初期,博古的言谈也较为谨慎,所以他

的谈话无疑是可信。

博古明确表示, 在此之前 ( 24日 ), 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  ,所以 23日周蒋会面的说法只是臆

想。那么,新近公布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关于周蒋 23日会面的记载也有错误吗? 是的,宋氏

日记原为英文打印稿,为事后追记,并非当时日记, 所以记忆错误是难免的。

2007年,周天度在!百年潮 ∀第 10期上公布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 这是由存放于美国加

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原件抄录整理而成的,所以十分珍贵, 比起早年蒋介石的

!西安半月记 ∀更为客观真实,揭开了以前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

蒋介石 !西安事变日记∀在 12月 23日的记载中, 并未回避周恩来已参加谈判及提出见蒋等情

况。其中说: 清晨未起))为妻私语曰: 此事症结 / / / / / [在于共产党 ]。该党代表周恩来前

托张 (学良 )要求见余, 余坚拒。而现今子文已来此, 不如属子文与之相见, 察其态度如何, 再

/ / / / / [定对付方针 ]。后子文即约彼相见 ))但彼只要求余与之一见, 虽不谈话亦可。

余))明告子文))可答以蒋先生近日精神不佳, 似不便见。约定明日十时来见余妻也。 %

蒋介石 !西安事变日记 ∀明确证实 23日周蒋之间并未谋面, 同时也证明周恩来与宋美龄的第

一次见面是在 12月 24日,所以宋子文日记中记载的 23日周蒋会面之事并不存在。

(二 ) 12月 24日周蒋第一次相见,但未多言

12月 24日周蒋见面一说是大陆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申伯纯在 !西安事变纪实 ∀中写到: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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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24日 )晚上, 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两宋告周, 蒋这两天病了, 不能多说话。周一

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请周坐。蒋))向周表示以下三

点: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 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 (所谈如

前 ) ; 3. 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谈完以上三点,蒋坐在床上表现疲劳困顿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 0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

谈。1 周于是向蒋说: 0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1蒋连说: 0好,好。1周就此辞出。 #申

伯纯并非当事人,但他也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晚见面谈话的情形。

对 24日的周蒋会面一事,博古的回忆亦可为之佐证, 博古对斯诺说: 当 ( 24日 )夜 10点钟后

周第一次去见了蒋。 

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 !西安事变日记 ∀。蒋氏在 24日记载: (张学良告诉蒋介石说 )共

党))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十时许,妻

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 未免生情))曰: 0你如有事, 可与汉卿详

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1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 ∃

由此可见, 12月 24日晚上 10时以后的周蒋第一次会面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但 24日会面时周

蒋之间是否存在像申伯纯记述的那么多语言和蒋介石的三点承诺,还值得研究。从蒋氏日记看来,

周蒋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交谈。实际上,因当时天色已晚, 蒋介石已睡, 周恩来不便多言。在蒋介石

说明可与张学良接洽后,周即退出,周蒋并没有做深入的交谈。

24日周蒋第一次相见并未多言的事实还可以从张学良晚年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1990年 8月,

日本记者在台北采访张学良。当记者问道: 12月 24日午后 10时后))蒋介石和周恩来实现了

历史性会谈))先生当时在场吗?  张学良明确回答: 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

的。 当记者再问到谈话内容时,张学良说: 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 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

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 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

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可见, 张学良晚年

不但肯定了 12月 24日晚上的这次会见,而且证实当晚并没有谈什么。

(三 ) 12月 25日周蒋第二次会面,蒋介石作出重要表示

1936年 12月 25日晚上, 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蒋已病, 我见蒋, 他表示: 子、停止剿

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 (所谈如前 )。寅、他

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是我们在当时唯一能够证明周蒋相见并进行交谈的原始资料,也

证明申伯纯记述的三点并非虚言。但因为周恩来的电报没有说明他见蒋的时间和次数, 所以蒋的

三点表示到底是在 24日还是 25日,我们还要看看其他史料的记载。

宋子文 !西安事变日记 ∀在 12月 25日这一天对周蒋会面一事作了较为详细记录:

我与蒋夫人见了周, 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 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

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

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 所提建议措施

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 1. 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 3.允许中

&130&

!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 3期

#

∃

%

∋

申伯纯著: !西安事变纪实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562 157页。

周天度、孙彩霞: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百年潮 ∀2007年第 10期。

毕万闻编: !张学良文集 ∀,新华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162页。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72页。



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

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

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

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 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

讨论。 #

我们再看看蒋介石 !西安事变日记∀中的记载: 12月 25日上午: 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

曰: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 0以后不剿共 1足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妻与子文在邻室先

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 0尔今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 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若尔等以后

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 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1周答

曰: 0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1言至此, 余乃曰: 0此时不便多言,

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1周乃作别而去。 ∃

从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和蒋介石 !西安事变日记 ∀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12月 25日上午, 周

蒋实现了第二次会面,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谈话。当然, 蒋介石在 !西安事变日记 ∀中完全是一副

主宰者的语气,其言语虽与宋子文日记稍有不同,但其中含义基本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电报

中的三点内容。虽然周恩来已于 24日晚见到蒋介石,但因并无实质性谈话, 所以他在 25日晚向中

央的汇报主要是当天与蒋介石会面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肯定西安事变时期周蒋会面有两次,一次在 24日晚 10时以后,一次在

25日上午 10时许,由此证明傅斯年的两次会面和博古两次会面时间的说法是可信的。宋子文关

于 23日深夜周蒋第一次见面的记载并不存在, 应是 24日晚上的事;周恩来电报中记述的内容主要

是 25日第二次会面的结果,而不是申伯纯等人记述的 24日晚上。同时说明周恩来与宋美龄的两

次谈话应在 24日和 25日,王廷禹的宋周两次谈话 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  的推断不能

成立, 而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的记述却是正确的。

三 周蒋会面时陪同人员的考证

西安事变期间周蒋会面时的陪同人员都有哪些人? 只要我们弄清了周蒋会面的时间和次数,

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

在申伯纯所著!西安事变纪实∀、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写的 !西安事变简史∀、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著的!周恩来传∀和李义彬所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等书中, 他们都认为: 24日晚, 宋氏兄妹

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 %这样,周蒋会面时似乎只有宋子文、宋美龄陪同,张学良并没

有陪同,也没有在场。

但是,张学良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却明确表示, 周恩来见蒋是他领去的。 1990年 8月, 日

本广播协会的记者对张学良进行了专访。在 12月 24日午后 10时,于高桂滋公馆, 蒋介石与周恩

来实现了历史性会谈  的问题中,日本记者问张学良当时在场不? 张说: 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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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后来,他对美国之音记者也说: 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 这样一

来,我们对张学良的回答又作何解释?

因为大陆学者认为周蒋会面只有一次,或者说将两次会面混为一谈,所以就在陪同人员问题上

造成了混乱。而海外学者虽认为会面有两次, 但也没有搞清楚两次会面时的陪同人员。对两次会

面时陪同人员的考辨,不仅可以说明他们当时的行踪,也可以甄别他们日后的记载。蒋介石 !西安

事变日记∀在 24日记载: (张学良告诉蒋介石说 )共党))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
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

别多年,未免生情))曰: 0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1彼知余意,乃即道别

而出。 ∃

这里明确记载 必须张同其来见  和 妻带周来见  等,没有宋子文,可见 24日晚上的会面, 陪

同人员为宋美龄、张学良两人, 宋子文并不在场。宋子文在日记中说: 深夜, 周 (恩来 )见了蒋夫

人,并对委员长简短地说了几句。 宋子文没有提到自己, 并且他还将 24日晚上的事误以为是 23

日深夜,进一步说明他并没有参与 24日的会面。25日上午的第二次会面, 宋子文有明确记录: 我

和蒋夫人一同见周,他又一次要求见委员长。我是力促其成))周见到了委员长。 % 宋子文并详

细记录了周蒋之间的谈话内容。可见这次会面,宋子文无疑与宋美龄都在场,但却没有张学良的身

影。

再看蒋介石 !西安事变日记 ∀中的记载: 12月 25日, 十时许, 周又来见余妻))曰: 希望蒋先

生对余面说一语 0以后不剿共 1足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

余谓周曰))周乃作别而去。 ∋蒋介石日记中也没有张学良在场的文字, 只有宋子文与宋美龄。

其实,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张学良对日本记者的谈话, 就会发现,张学良仅仅是在 24日晚上陪周见

蒋。当晚周蒋并没有多谈,所以张学良说 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 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 政

治上并没有谈什么 。当日本记者在记述 12月 25日晨, 蒋介石同周恩来再度会谈  的过程时, 就

没有了张学良的语言,全是日本记者的叙述( , 这是因为张学良没有参与 25日的会面, 并不清楚当

时会谈的情形之故。而申伯纯 !西安事变纪实 ∀等著作所提到的 24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

求,陪周去见蒋介石 ,也应该是 25日上午的事。

经过上面的考证和辨析,笔者认为,在西安事变期间,周蒋之间曾两度会面,第一次是在 12月

24日晚上 10时以后,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此次会面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第二次会面在 25

日上午 10时许,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这次会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谈话,蒋介石作出了 停止剿

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 的表示,从而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奠定了基础。

从此国内战争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历史迈向了联合抗日的必由之路。

(作者张天社,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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