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于 丽 田子渝

1990年 6月 1日,台北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张学良举行九秩大庆后,台湾地区关于西安事变

与张学良研究才获得了自由。尽管此前, 出版了李云汉的著作 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台湾近代

中国出版社 1982年版 )和 革命文献 第 94、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专集, 但其研究是一个被官方垄断

的禁区,论述均为蒋介石的 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  与 西安半月记  的注释而已,决不敢越雷池半

步。台湾地区的主导观点:谴责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大逆不道,造成中共日益坐大,更陷

国民党政权于万劫不复之地,成为千古罪人。

庆祝张学良 90大寿的活动成为张学良真正获得自由的界碑, 也成为台湾地区西安事变与和张

学良研究的界碑。从 1990年到 2004年这 14年时间,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媒体宣传的力度比学界要大,评价较为客观与公允。张学良晚年的活动,始终是台湾媒

体抢眼新闻。2000年 6月反映张学良生平的电视文献片 世纪行过 ! ! ! 张学良传  在 TVBS电视

台播出。该片文史并茂,真实再现了张学良传奇人生,在海外引起轰动。张学良也有意识地通过媒

体,回顾历史,澄清坊间对西安事变和他本人的一些不实传闻;宣示他的人生信仰;阐释他的政治观

点,渴求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等等。1990年 6月、8月张学良 54年第一次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广播

协会电视台 ( NHK )采访。这次采访以 张学良有话要说  150分钟的节目于 1991年 2月 27日开始

在台湾华视播放,反映十分强烈。

报刊还不时发表评论,袒露论者的心声。这些评论多半出自新闻人之手,从历史学角度,所披

露的历史虽非严谨,但仍不失重要的成果,以供研究者之参考;其评论多半公允,较为客观,实比台

湾史家先进。如 中国时报  1991年 3月 11日发表 张学良影响历史的三件大事  , 以 ∀东北易帜
促成全国统一#、∀挥军入关 结束中原大战#、∀西安事变 改写现代历史 #为小标题, 评介了张氏最

闪光的历史。作者论道: ∀意志坚定, 个性中洋溢自由、无悔热情的张学良,一生中面临三次扭转乾

坤的选择,也作成了三件改写历史的大事, 回首他青年时期激荡风云, 血泪交织, 中年以后幽居读

史,虔信宗教,晚年有耄耋体健,得见清白,固然令人涌起无限的感慨,但他充满历史无奈, 命运拨弄

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创造影响过的历史,却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第二,与台湾传统理念不同的海外著述在台湾发行,突出的有美籍华人学者傅虹霖著作 张学

良与西安事变 (台北时报文化公司 1992年版 ), 内有旅美著名学者唐德刚写的序, 客观公允地评

价了张学良的一生,曾得到张本人的肯定。出版了大陆学者杨奎松的 西安事变新探 ! ! ! 张学良
与中共关系之研究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版 )和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臼井胜美著

的 张学良与日本  (联经出版公司 1994年版 ),以及旅美学人张之宇的新作 口述历史之外 ! ! ! 张

学良是怎样一个人 (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地区对大陆、

海外学者有关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成果时有反映,刊登了大陆学者杨奎松、毕万闻、李仲明、王书君

等,海外学者唐德刚、吴天威、朱永德、徐乃力、傅虹霖、张之宇、西村成雄等文章。他们的史学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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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行有很大区别,无疑对台湾学人更全面了解、研究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是有益处的。

第三,台湾学者有了自由发言的空间, 其间展开了二次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次是西安事变 60

周年,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首次举办 ∀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 提交论文 11篇。一

次是 2001年 10月张学良谢世,台北近代史学会主办了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 #,有 6位知

名学者发言。令人注目的是大陆学者第一次出席会议, 对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发表了评论。

应该指出台湾同行至今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依然维护传统,不脱偏见窠臼,但

他们再也不是简单地为蒋介石定论背书, 而是努力寻找新史料,对传统观点进行修补。

台湾地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尚没有看到,但文章较为活跃, 据 传记文学  、近代中国  、国

史馆馆刊 、历史  月刊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等 5家杂志统计, 1996年至 2004年,

发表了有关文章 80余篇,其研究触角向更深的领域延伸, 给历史学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思与空间。

这些新成果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互为补充, 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前发展。

(一 ) 真实的史料是史学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是正确评价历史和臧否人物的基础。在史料

的保存与整理方面,台湾优势明显。众所周知,台湾保存了国民党方面有关西安事变较完整的档案。

台湾在资料整理方面最显著的成果, 是朱文原整理出版的 西安事变史料 ,有 6大册, 3102

页,于 1993年至 1997年由台北 ∀国史馆 #印行。该史料 ∀乃以 %国史馆 &现藏之 国民政府档案  、
阎锡山档案  等史料为主,辅以事变当时之报章杂志的报道资料, 间以参酌有关西安事变之论著

文献, 汇编而成#。∋时间断限上,自 1936年 12月 12日始,至 1937年 2月 28日止,分 ∀重要函电#、

∀大事纪要#两大部分。 ∀重要函电#分 ∀西安事变的前因#、∀西安事变的爆发 #、∀蒋委员长脱险回

京 #、∀西安事变的善后 #和 ∀西安事变对交通外侨暨金融的影响 #等五章。 ∀大事纪要 #编纂时间从

1936年 12月 12日西安事变始,至 1937年 1月 15日止,其取材主要以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内外各大

众媒体,如中央通讯社、南京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伦敦泰晤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苏联真理报

等,并辅以西安事变各有关当事人之日记、回忆录; ∀间亦参酌时人之专著论文,取其菁华,弃其糟

粕,以史事发生之时间为经,以史事之内容性质为纬,作有系统地分类排比, 汇编成册 #。( 最后,张

学良 1956年写的回忆录、宋美龄的回忆录和冯玉祥的日记 ( 1936年 12月 12日至 1937年 2月 27

日 )作为附录收入书中。编纂者承认未将中共与中间势力的相关史料收录为 ∀一大缺憾#。)

随着蒋介石档案 (大溪档案 )的解密, 蒋氏保存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也逐步公布于世。 1998年

台北 ∀国史馆 #刊印了 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 (筹笔 ), 内有涉及西安事变的电报,研究者可以按图

索骥, 到台北县新店北宜路二段 406号 ∀国史馆#查阅。2002年 10月, ∀国史馆#制作了大溪档案的

系列光碟,内有 ∀西安事变#, 收录文件近 117份,时间由 1936年 12月 12日至 1937年 5月 1日。

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给宋美龄的函 ( 12月 15日 )、孔祥熙为解决

西安事变给蒋介石的多封函电、张学良给蒋介石的信 ( 12月 16日 )等; 二是蒋介石离开西安后, 发

表的相关文件,如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 ( 12月 25日 )、蒋介石发表西安事变对新闻记者书面谈话

( 12月 26日 )、蒋介石引咎辞文 ( 12月 29日 )等;三是蒋介石侍卫人员 11人,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写

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报告,这部分史料尚没有看到学者利用;四是西安事变善后文件,其中有蒋介石

的军事部署和对中共、东北军、西北军谈判的要点。蒋介石指示顾祝同与周恩来接触的策略与谈判

底线的信件引人注意。近年来, ∀国史馆#还将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开放。台北 近代中国 

∃153∃

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

(

)

朱文原: 西安事变史料  ∀内容提要 #,台北 ∀国史馆 #1993年印行。

西安事变史料  第 3册 ∀内容提要 #。

西安事变史料  第 5册 ∀序言 #,第 6页。



第 153期 ( 2003年 3月 )刊布了刘维开先生整理的蒋介石自 1936年 12月 11日至 26日的日记。根

据蒋氏日记与相关记事等资料汇编的 事略稿本  也陆续由 ∀国史馆 #出版。 2004年 4月美国斯坦

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宋子文档案, 近代中国 第 157期 ( 2004年 6月 )则将宋子文 1936年 12

月 20日至 25日的日记 (原件为英文稿,发表为中文 )发表, 日记对宋氏在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

全面解读事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此外孔祥熙、李金洲等亲历者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徐永昌日记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1992年出版 )、阎锡山档案 ( ∀国史馆#馆藏 )等,均提供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

自西安事变 60周年以来,台湾方面整理张学良史料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公布了张氏三份回忆录

式的史料。第一份是张氏 1956年 11月撰写的西安事变资料。它最初以 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  
的标题于 1964年 7月 1日在台北 希望  创刊号上刊登,接着台北 民族晚报 1964年 7月 7日转

载。由于 希望 遭到查禁,摘要连同杂志 ∀扫数收回#,因而引起流言四起。 1984年 3月中国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的 革命文献 第 94辑刊登的 西安事变反省录  ,该版本复收录在
朱文原先生编的 西安事变史料  。以上两个版本大体相同, 但有明显的增删,且题目也由 ∀忏悔 #

改为 ∀反省#。在海外引起颇多疑问, 使回忆录变得扑朔迷离。

迷团直到 1999年才揭开,有五篇文章涉及谜底。它们是张学良 ∀口述历史#最后整理者,张之

宇在台北 历史 月刊 1999年 1月号发表的 关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  和 ∗西安事变忏悔

录 +疑云  (刊于 口述历史之外 ! ! ! 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  、台湾学者张鸿铭在 国史馆馆刊  (台

北 )复刊第 26期 ( 1999年 6月 )发表的 张学良 ∗西安事变反省录 + 、汪士淳的 张学良 ∗西安事变
反省录 +实录  ( 历史  2001年 11月号 )和台北 ∀新闻局#秘书郭冠英在香港 明报 1999年第 12

期发表的 公开张学良 ∗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  。由此知道,张氏这份回忆录是 1956年 11月

至 12月奉蒋介石之命而写,最初以复蒋介石长函的形式出现;所谓 西安事变反省录  是经蒋经国
等精心修改过的,原稿一万字出头,现收藏在 ∀国史馆#∀蒋经国 %总统 &档案#内。 国史馆馆刊  复

刊第 26期, 刊印了这份 ∀反省录 #。张之宇在 ∗西安事变忏悔录+疑云  中除对这份回忆录的一些

疑点作了订正外,最大贡献就是将张氏长函开头发表时被删除的一大段文字给予了公布。

第二份是 1957年 1月至 4月张氏写成的自传体的 杂忆随感漫录  草稿。在后叙中, 作者表明

写作动机之一: ∀我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

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性格毫不护短, 我有我的缺点劣点,我有

我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 常使我大笑不止,,忽然我
就感觉到我自己为什么不把我自己的事, 外间所未明了或误解真实,或外人不知之事, 确确实实的

记述下来,这不也就是我小小的贡献吗! # ∋可惜这是一份虎头蛇尾的回忆, 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嘎

然停步,草草结束。这份资料一直密封在主人的寓所,直到 2002年张之宇校注后, 由历史智库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出版,才为世人所知。

出于同样的动机, 1957年 6月 29日,张学良收到蒋经国转送的蒋介石的 苏俄在中国  一书

后,写了 恭读∗苏俄在中国 +书后记 。这份读后感主要由 ∀孙中山联俄容共 #、∀中东路事件 #、∀九
一八事件#、对马克思主义、苏俄、中共的认识, ∀西安事变 #等节组成, 可以视为张氏对上面两篇回

忆录的补充。这份资料是根据蒋经国建议,为公开发表而撰,但文章送出后,没有下文。事隔 45年

之后, 由张之宇将手稿整理在台北 历史 月刊 2002年 11月号上发表。

对这三份史料的真实性,张之宇是深信不疑的。她在相关的文章中, 称第一份回忆录是 ∀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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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原著: 杂忆随感漫录 !! ! 张学良自传体遗著  ,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版,封底。



良的得意之作#, 杂忆随感漫录  真实记载了张氏的 ∀心路历程 #, 恭读 ∗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则

是作者的 ∀刻肌刻骨之作#。∋ 它们果真是张学良的 ∀由衷之言 #? 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至少

有二点疑问:其一,这三份资料全是张学良为了满足蒋介石、蒋经国需要而写的。根据张学良这一

时期的日记及相关资料表明, 1956年至 1957年间张氏一度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宽容, 获得自由。鉴

于这两个主因,张氏积极写了这三份资料。在写作过程中,张氏一再表示不够 ∀满意 #,请蒋介石指

示以作修改。这已经十分清楚,蒋介石在台湾刚稳住阵脚,需要张学良这个 ∀反面教员 #的 ∀忏悔 #,

来鼓舞所谓 ∀反共抗俄 #的士气。张氏奉旨, 于是就有了以上资料。对张氏而言, 不排除他写作动

因的复杂性,但主因是为迎合蒋介石的政治需要, 以求获得自由则是不争的事实。当自由无望时,

他也就停笔,终止了回忆录。很显然,在刀俎下表露 ∀心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其二,张学良获得完全自由后,在回答记者询问和作系统的口述历史中, 有些说法与以上资料

相当抵牾,那么究竟相信哪一种呢? 很显然,无论是这三份文字资料,还是张氏口述历史, 利用者必

须很仔细地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张学良晚年做过两次 ∀口述历史 ∀。一次是上个世纪 80年代末对 ∀行政院新闻局#官员郭冠

英、王翼,一次是 1990年对唐德刚所作,一次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具体负责的是张

之丙、张之宇俩姐妹。第一次, 郭、王分别发表了文章。第二次唐有 11盒录音, 精华以 张学良口

述历史首次曝光  的标题, 在台湾 联合报 2001年 10月 30日上刊登。后者有 145盒录音, 长达

4837页,共约 96万字。这些珍贵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于 2002年 7月 1日开

放。据哥大提供的资料显示,张氏 ∀口述历史#的内容不是按编年顺序, 很多情况下有一些重复, 在

同一谈话中把几个不同的主题混合在一起,总共有 60多个不同的单元。大体上有七个方面内容:

第一部分是关于西安事变。第二部分是关于张氏家族、1931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主要经

历。第三部分是关于西安事变前后, 张学良与中国地方军阀、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第四部分是关于张的政治思想、哲学观、个人信仰、个人所接受的教育; 张到欧洲旅行后所受到的影

响和被软禁后的思想等。第五部分是关于张氏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思考。第六部分是探讨西安事变

后,他的软禁生活;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高官, 以及蒋经国等的看法。最后一部分是讲他对自

己家庭、个人爱好、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现代中国历史的学生在一起的情况等。

以上史料,与大陆公布的中共与共产国际 (苏联 )的相关珍贵史料互为补充, 使西安事变史实

变得从来没有现在这般清晰,给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的有利条件。相信中国学者在充分利用这批

资料基础上,全面研究西安事变的扛鼎之作当会出现。

(二 )九一八事变的研究。研究西安事变的成因,离不开九一八事变。台湾的史学工作者对此研

究得较多。在九一八事变中,究竟谁应对不抵抗日军负责这个焦点问题上,他们与大陆学者存在明显

分歧。以往大陆史学界几成定论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制定 ∀安内攘外 #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张学良之

所以下令东北军不抵抗是听命于蒋介石, 为此背上了黑锅。台湾学者则普遍持有异议。蒋永敬先生

可谓代表人物,早在 1965年他就发表了 九一八事变中国方面的反应  ,其研究从来没有间断, 直到

2002年还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言论。他的主要观点: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

石与张学良并不一致。国民政府的 ∀不抵抗 #,并非始终如此,而地方军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对于中央

之号令不服从,亦为重要原因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制定了 ∀全国防卫计划 #,将全国划为五
个防卫区,即为抵抗证据之一。事变后,南京政府因人事变化 (蒋介石下野 ) ,对日政策形成了申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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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准备抵抗;直接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三个阶段。至于 ∀安内攘外#,台湾学者有他们自己的解

释, ∀ %九一八 &事变后的 %安内攘外 & %和%七七 &事变后的%抗战到底 &两个口号,最足代表国民党和蒋

中正先生的抗日政策,前者是做抗日的准备,后者是抗日的实行#。∋黄自进撰写的 蒋中正先生与九

一八事变 ! ! ! 不抵抗责任的探讨 (以开阔的视野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考察了日、苏、英、美等国对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基本外交战略,考察了国内各主要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得出结论:认定日本政府

不致于干冒破坏九国公约之大不韪,侵略中国,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中日局势的判断。基于

此一认知,他采取了以下两项对应:一是以反共为号召,在向日本大量购买武器 ∀剿共#等推动下,与日

本陆军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实施不抵抗政策。这个政策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两国层出

不穷的冲突案例,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共识下所决定的应对准则。但九一八事变后, 张学良不抵

抗,三个多月丢失了东北, ∀难辞其咎 #。张学良丢失锦州, 与以孙科为内阁的国民政府 ∀倒蒋去

张 #,以企图牺牲张学良来换取日本和议有密切关系的 ∀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 #是蒋介石

对日战略的四大原则。东北原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地, 因而东北的不抵抗, 蒋自然不需为此负责。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布,终使海峡两岸对张学良在 ∀九一八 #不抵抗责任的争论尘埃落地。张

氏说得十分清楚: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无关。 ∀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 九

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 (介石 )先生

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 #。) 问题在于台湾同行在评论这个事件和西安事变中往往用

两种标准,对张学良则百般指责,对蒋介石则多有维护, 缺乏史家的客观与公允。

(三 ) 西安事变的原因。大陆公布了中共方面的有关档案,及共产国际、苏联资料的解密, 推动

了台湾对西安事变研究的发展:有的学者据此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蒋永敬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政

见不一,蒋主张 ∀安内攘外 #政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张则主张 ∀攘外安内 #政策,认

为安内必先攘外,御侮方能统一。由于张没有充分进谏的机会,不能竭诚以告,蒋亦难以虚心接纳,

∀此实为造成蒋、张二人间意见冲突之症结 #。− 苏墱基在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 #的发

言,观点最为激烈,批评以上认识 ∀失之太浮面,太单纯了 #。. 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张

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产生了重大的催化作用。他在 张学良. 共产党.西安事变  一书中,认为西

安事变不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逼出来挽救时局的爱国事件,反而是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

党对张学良的影响促成西安事变,成了 ∀促成日军侵略步伐加速,提前抗日战争爆发#而不该发生的罪

行。/ 苏的观点引起了讨论,林桶法认为苏联、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影响有限, 就他的立场国民政

府 ∀似乎对张学良更具有影响力 #。0 陈永发认为张学良基本是两手策略,与共产党合作, 有时也相

信蒋介石。陈存恭认为西安事变的原因甚多,有日本的进逼、中共的统战、朝野对抗日的呼应、东北军

地方军系的性质,以及张学良的个性等。苏云峰则提示,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在

民族主义激荡下的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要求抗日,让张学良深受刺激#。 ∀张学良出

身军阀,但是又有一些新思想,因此对于揭橥抗日的学生运动不会视若无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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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敬: 浮生忆往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2002年 12月版,第 184页。

载 近代中国  第 152期, 2002年 12月。

转引自曾景忠 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 炎黄春秋  2004年第 1期。

朱文原: ∀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纪实  , 国史馆馆刊  复刊第 21期, 1996年 12月。

朱文原: ∀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纪实  , 国史馆馆刊  复刊第 21期, 1996年 12月。

苏墱基著 张学良. 共产党. 西安事变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9年版,第 46页。

任育德: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学术座谈会记录  , 近代中国  第 146期, 2001年 12月。

任育德: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学术座谈会记录  , 近代中国  第 146期, 2001年 12月。



(四 )西安事变的人物研究。台湾同行研究西安事变人物的呈现多元。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

石始终是台湾史家关注的对象,文章不少。近年对蒋氏批评之声渐可听到, 虽然很客气与微弱。蒋

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往成果均按照蒋介石的观点作诠释,了无新意。近来有所突破, 有学者从

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蒋介石与张学良交往的历史、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性格和心理变化等多角度来

探讨他们之间近 40年的恩怨。长期以来, 学界根据陈布雷的 回忆录  ,断定蒋介石的 西安半月

记  并非根据蒋氏日记所作,而是陈布雷闭门造车的产品。刘维开依据蒋介石西安事变期间的日

记,以及陈布雷日记中关于起草 西安半月记 的记事等资料进行考证、分析,发现 西安半月记  与

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日记摘抄大同小异,不过前者侧重宣传,后者重在记录史实。 ∀ 西安半月记  虽

然不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原始日记,而是事后经过增删整编的日记, 而且在内容上,为了顾

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某些敏感的问题亦加以隐讳, 但是其终究是根据蒋氏事变期间的日记、事

后的口述,已经由蒋氏亲自审阅修正完成的一份亲身经历,其史料价值仍应值得肯定 #。∋

台湾方面对西安事变相关人物研究比大陆起步早,内容更丰富。 宋氏兄妹与西安事变  根据

历史文献全面反映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认为: ∀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是由社会和历史的合力所交互激荡而成,其中包括宋氏兄妹的私人外交的因素在内, 尤

其是宋美龄期间所表现出的沉毅果决和超人的说服力, 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西安事变时,

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以往对他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只在整体研究中有所涉及, 没有专论。

西安事变前后之汪精卫 则将汪精卫作为研究主体, 作者并未因汪后来成为大汉奸, 而对其进行

脸谱化,而是透过对史料的梳理,再现了他在事变前后的思想演变。早在淞沪停战协定未成立前,

汪精卫劝张学良在关外向日军反攻。九一八事变后, 他是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方针的制定者。

在庐山会议中,与蒋介石确定 ∀先安内后攘外#作为国民党中央基本国策。西安事变发生,他不仅

反对 ∀联共抗日#的主张,认为中共的威胁要大于日本, 而且对 ∀广田三原则#中之共同防共协定改

采保留态度。事变后反对 ∀联共 #, 对抗日持消极, 感叹 ∀时不我待 #和 ∀抗战即牺牲 #。文章结论:

∀西安事变之结束,无论就权力分配或政策趋向言, 均加深汪精卫之政治困境, 直接促成抗战期间

%和平运动 &之出现。#)如果说 西安事变与抗战前夕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 −与 从地方军系的角

色谈西安事变的爆发  .是从整体上探讨地方势力与中央围绕西安事变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话, 那么 龙云、刘湘与西安事变 /则通过西南两个具有代表性 ∀个案#的研究来反映西安事变

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此外台湾学人对何应钦、冯玉祥、胡汉民、孔祥熙、蒋百里等重要人物均有研究

成果。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的大部日记、宋子文的档案, 加上哥伦比亚大学

已经公开的张学良档案,这些西安事变主要当事者的档案、日记的公布,为研究西安事变和蒋介石、

张学良、宋子文及宋美龄提供了权威史料,相信学人只要仔细的研究,将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作者于丽,湖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子渝,湖北大学法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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