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

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吴景平

内容提要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 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

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 在作出抗战决

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

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 抵制了  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

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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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抗日战争和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权, 必然涉及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 近年来问世的诸多

论著, 均涉及到这个问题。∀ 笔者在查阅多种民国名人日记# ,并比照其他重要文献, 认为七七事变

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蒋介石在内地国民党高层人士, 在对日和战问题上的具体态度不尽相

同,情况颇为复杂。本文述及的具体时间是抗战爆发后头半年里,即从 1937年 7月到 1938年 1

月;作为评判国民党对日态度的直接背景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

演讲和声明,国民党首次正式通过抗战决策, 战时体制的初步确立, 淞沪抗战, 上海撤军和南京沦

陷,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 德国调停中日战事。在此期间, 国民党政权作为整体是在反复的过程中

走向抗战和实施抗战的,随着蒋介石成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他的和战态度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定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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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1990年 ) , %周佛海日记全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 8月版 ) , %翁文灏日记 & (中华书局 2010年 1月版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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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12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从对立走向和解与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对日

本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对于日本的步步进迫已经不再轻言退让。到了卢沟桥事变前夕,蒋介石已经

认识到  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 应具必战之心, 而后可以免战, 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

的 !。∀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伊始, 当时华北的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 7月 8

日接到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曾有如下判断: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 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

服乎? 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 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当

天,蒋介石即决定动员中央直属部队六师北上赴援, 9日至 12日该六师中央军停驻于河南边境,向

日方示以  不避战事!之决心,甚至已经  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 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
与日本进行交涉,试图把华北的军事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加以解决,  非至万不得已, 不宜宣

战 !。∋ 7月 12日,在牯岭举行的行政院会议上,因得悉日军已经大动员, 且冯玉祥等人进言,蒋介

石  决然命令中央停驻河南边境之动员部队 (孙连仲所统率 )迅即开赴保定, 盖已不复顾虑所谓 (何
梅协定 )之任何束缚矣 !。∗ 当时连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的文员, 也意识到决

定调中央军北上的含义:  庐山方面蒋先生以下对此已抱有决心, 不再使主权受丝毫之损失, 决派

兵北上以为援助。!+

不过,当时决定中央军北调且进入河北省境内,更多的是让各方面认识到南京政府不会在军事

上作出让步的决心,尤其是希望能够阻遏日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适值国民党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诸多高层官员和上层知识精英对中日间新

的军事冲突十分关注。如陈布雷 7月 11日的日记记载:  十一时到官邸, 闻北事消息极恶劣,与辞

修等谈极愤慨。!次日的日记:  日方企图扩大之消息续续传来, 令人忧愤不止。! 7月 13日的日记:

 日军侵略益露骨,季鸾来谈,深以发动全面战为不可免。!,当时刚上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周佛海在

日记中也写到:  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 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 中央应付更不易, 思

之怅然。!−可见,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次中日战事势将扩大。另一方面, 中日在军事行动之外的较量

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并且引起国民政府内部的分歧。 7月 11日,在南京的日本使馆参赞日高向中

国外交部发出威胁意味十足的声明: 中国中央当局如动员部队,  日方必下最大决心 !。与此相应,

7月 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从蒋介石电话中得知中央军已开入河北后,  甚慌张 !。不过,当时

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出面调停中日冲突。 7月 14日,王世杰曾要求中英庚款理

事会理事杭立武以私人名义向英国驻华使馆表示,希望英国出面调停。 7月 15日, 英国驻华大使

许阁森在南京向王宠惠提出调解的意见, 并问中方是否愿意事态扩大。蒋介石得悉之后,即表示:

中国绝对的只谋自卫,不愿扩大,并愿接受英方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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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9日、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7月 8日、12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90年,第 62页。

王子壮日记 1937年 7月 9日, %王子壮日记 & (手稿本 )第四册,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90年,第 190页。

本文所引陈布雷日记,均为上海市档案馆抄本。辞修,即陈诚,时任军政部次长;季鸾, 即张季鸾, %大公报 &主编, 当时出席庐

山谈话会。

周佛海日记 1937年 7月 14日, %周佛海日记全编 & (上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 8月版,第 51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7月 13、14、15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63 64页。



然而,日方却步步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7月 17日,日本驻华使馆某武官持一通告往递军

政部长何应钦,意谓中国中央军队若违反 1935年夏季的何梅协定, 而遣送军队及空军入河北时,日

方将采取断然处置,其责应由中国负之。同日,日本使馆代办日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备忘录,要求:

 (一 )中国停止挑战之言动; (二 )不妨碍日方与冀察地方当局商定解决办法之实行。!∀当时行政

院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如何答复日方之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倾向对日方迁让,并派高宗武赴牯

岭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就是在此背景下作出的。

7月 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  中央认定卢沟桥事件,为中日交涉的

最后问题, 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他表示中国  并不是求战,

而是应战!;提出了对日交涉的三点  最低限度 !: 一、 决不能再订第二个塘沽协定 !; 二、 绝对

不能容许!  在北平造成第二个伪组织,使华北脱离中央 !; 三、 日本不能要求撤换 !华北地方官
吏。此后, 为了因应时局发展, 7月 19日蒋介石向外界公开发表了对待卢沟桥事变的声明, 明确

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  (一 )任何解决, 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 如冀察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 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

石最后明确指出:  总之, 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 且必以全力固守

这个立场, 我们希望和平, 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 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

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

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

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其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 但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抗

战和牺牲。

对于庐山谈话会的演讲和 7月 19日所发表声明的决定始末,参酌蒋介石日记与陈布雷日记的

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蒋本人当时对待和战问题和如何宣示立场的思考。如蒋介石在 7月 16日的

日记中,便谈到是否要发表对日宣言: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 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 或可

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致力乎? 其次,卢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徘徊威胁,

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悉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如果不能避免战争,

则余之宣言虽发并无 0害,故发表为有利也。!但同日的日记也写到:  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

应再研究。!∗同一天陈布雷的日记记载:  四时往官邸谒委员长, 承商要事, 命将讲稿 (十八日用 )

即拟概略送核。归寓后检视参考书籍,七时卅分又电招往谈,交拟告民众书,口授大意,由夫人共记

之。!+可以认为,当时蒋介石已经考虑既在庐山发表演讲, 又要准备一份告民众书。在 7月 17日

的日记中,蒋介石对于谈话会只有简单的一句:  本日谈话会,发表讲演决心。!但蒋已经在考虑对

卢沟桥事件公开发表立场的方式:  发表为芦案告国民书或为谈话式 !;甚至已经考虑到发表后的
后果: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而据陈布雷所记, 17日  委员长对告民众书

仍欲赶今晚草就,命 (程 )沧波代拟!; 当晚  七时沧波携稿来斟酌,佛海亦来谈, 八时送呈委员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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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日记 1937年 7月 17、18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67 68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7月 19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68 69页。

刘维开: %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谈话会讲话的新资料 &, %近代中国 &第 118期 , 1997年 4月;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 ( 1937

年 7月 12月 ) &,台湾  国史馆 !印行, 19 87年,第 146 147页。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陈布雷日记 (抄稿 ) 1937年 7月 16日,上海市档案馆。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核定。九时话召去,令再就原稿增损之!。∀ 18日, 蒋介石  属布雷改正宣言方式 !。# 据同日陈布

雷所记,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 (岳军 )、熊式辉 (天翼 )等  一起斟酌告民众书之内容 !,  七时委员

长命再补充修改 !。当日张群主张  缓发!该告民众书,但  委员长不谓然, 最后允迟一日发表 !。∋

中国最高当局如果对卢沟桥事变公开表示强硬态度,会招致日方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时国民党

高层之中持有这一担忧的不止张群一人。而 7月 18、19日庐山方面得到的是日方进一步威逼的消

息,如陈布雷记:  南京来长途电话,消息极恶劣 !;  午后四时再往官邸,听取南京长途电话, 知喜多

见何部长所谈极无礼。高宗武司长亦来报告。七时决定将讲演稿发表。!∗对此, 蒋介石本人的记

载是:  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 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

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此不计, 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  应战宣言

即发, 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根据上述蒋介石日记、陈布雷日记, 可以概述为: 根据

蒋介石的意见,在庐山谈话会演讲稿基础上,程沧波、陈布雷重新起草公开发布稿的文本, 周佛海发

表过意见,蒋、汪与张群、熊式辉正式讨论过,然后由陈布雷根据蒋的意见完稿。同时, 根据中日关

系演变实况,蒋介石力排异议, 以演讲稿的名义公布对日问题的立场。这也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

党当局首次公开明确表示的强硬立场。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做演讲和随即公开对卢沟桥事件的声明,的确极大振奋了包括国民党

政权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全国的爱国民意, 但还不足以统一体制内的思想主张。日方在华北扩大军

事冲突,调集重兵强占平津,这对中国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战乎? 和乎? 当时,部分高官以及

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的若干知识精英, 对于中日一旦发生大战后的结局颇为担忧。除了上面提

及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多次谈  战 !色变之外,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  再三以战争为虑, 倾向退让!,如

提出不妨把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南调保定,; 实业部长吴鼎昌散布  战必败、不战必大乱 !的观点; 胡

适则  极端恐惧, 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 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 !; 他与

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

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 政治与知识精英的畏战求和观点有着社会的基础。如上海的英国商会与

新闻界领袖曾讬话给王世杰:如英国政府正式调停,以承认伪满以平津不驻兵为解决条件,中央政

府愿商量否? 对此,王世杰认为:如英、法等国不能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 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

此款解决办法。而蒋介石对于胡适所提和议意见, 认为军心摇动极可悲,不可由彼 (蒋 )呼吁和议,

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但蒋同意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仍与日本外交官周旋。.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调中央军北上的措施, 目的是想

以此来提醒日方,中方已有充分的战备措施,企盼达到不战、免战而维持现状。随着日本在军事与

外交双重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中的畏战悲观情绪、寄望外来调停的幻想一度颇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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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日记 (抄稿 ) 1937年 7月 17日,上海市档案馆。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1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陈布雷日记 (抄稿 ) 1937年 7月 18日,上海市档案馆。

陈布雷日记 (抄稿 ) 1937年 7月 19日,上海市档案馆。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7月 19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68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8月 3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82 83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8月 4、5、6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83 84页。另胡适在 7月 30日与高宗武等人达成  外

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打通此路线 !的共识后,次日当蒋介石明确  宣言决定作战 !后,仍向蒋面谏:  外交路线不

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见于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 &第 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10月版,第 700页。



蒋介石本人虽然也有过类似的免战企盼, 不反对外来的调停, 但在 7月 17日的庐山谈话和 19日的

声明中,蒋介石十分明确地宣示了领土主权不能退让、不求战而准备应战的立场。这是国民党走向

抗日的重要步骤,但是还不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从整体上作出应战的决策,必须通过当时中央决

策体制的实际运作,才能克复高层与知识精英的惧战希和的主张, 真正迈出抗战的步伐。

二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变的原则立场之后,华北地方当局曾向南京报告与日军达成的

协商结果。对此,南京方面在不松懈战备的同时, 一度认为局势有缓解的可能,  以后当注重撤兵

与交涉问题 !。∀ 然而, 数日内华北局势急转直下,日本大举调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蒋介石意识

到作出抗战决策的时机业已迫近,业已准备承担起领导抗战的最高责任,并考虑了由政府发布自卫

抗战宣言的时机。# 7月底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

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除了走向抗战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么, 国民党具体是在什

么时间以及如何做出军事抵抗即抗战的决策的呢?

8月初,国民党中央  为应付非常时期工作起见, 经决定由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组织联合办公

厅,所有对于下级党部之指导与内部工作之规划, 随时会商办理!。∋ 这意味着抗战的决策呼之欲

出。

根据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 1937年 8月 7日作出的:  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 午

夜始散,决定主战。!∗

同一天,王世杰日记有较具体的记载:  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军事各部会长官及由外省

应召来京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健、刘湘等均参加。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于

晚间该会开 (大计讨论 )会议时亦出席。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交

涉。!王世杰还特别注意到:  蒋先生在会议时颇讥某学者 (指胡适之 )之主和。惟政府既决定仍不

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参谋总长程潜在会议席上指摘胡适为汉奸,语殊可

笑。!+

铁道部长张嘉璈在当天的日记里,则记下了更多的与会者的姓名, 以及发言内容: 上午八时在

国府大礼堂开国防会议,出席者除蒋介石外,有汪精卫、张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吴鼎

昌、俞飞鹏、钱昌照、俞大维、周至柔、钱大钧、陈绍宽等, 以及白崇禧、何健、何成浚、黄绍竑、熊式辉、

余汉谋、秦德纯、朱绍良、王宠惠、邹琳;当天  晚在励志社与中政会开联席会议,除上午到会会员

外,加林主席、张继 (监察院 )、四院院长及叶楚伧、陈立夫、蒋内政部长、王教育部长等 !。  先由主

席令何部长报告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 军委会徐厅长报告军事准备 (甲、敌我之态势 乙、

战斗系列 丙、集中情形 ) ,次讨论大计!。张嘉璈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讲话记述最详:  此次战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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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2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及不战不和 (应战 ) ,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27日:  政

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蒋介石日记 1937年 7月 28日。均为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国民党中常会第 49次会议纪录 ( 1937年 8月 5日 )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纪录 &,第 163页。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8月 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8月 7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84 85页。



系国家生死存亡,胜则复兴,败则数十年或一百年不能恢复, 希望大家去成见,平心发表意见,迨决

定后则不问胜负,义无反顾。!  敌军力比我强, 经济力未必一定比我强, 外交孤立, 德亦未必为日

助。但俄国此时不遑与日作战,英安定欧洲之不遑,无力顾及东方,美则向来取独立行动, 故我方亦

无实在援助。有一二学者说如能保持数十年和平, 即以承认放弃满洲亦所不惜。果如是何尝不可,

但恐不可得。且以为今日中日之战, 非以国与国战相论,乃以革命政府与某一国之战, 自问革命政

府无与中国可敌者。!张嘉璈日记中还有汪精卫等数人的发言要点, 如汪精卫:  先述九一八后日日

所希望之全国一致之会议,今始得实现,亦可稍慰。敌人虽无止境,仍视我之抵抗力为转移,准备虽

为敌人所不许,然战争仍可进行准备,且更加强。!张继:  应断绝国交,明白表示态度。!林森:  从前

说抵抗,此须进一步说应战,来则应之,应否宣战或断绝国交,视对方情形而定。!阎锡山:  我们须

有战之决心为后盾,但备战时须有最大之努力,一面估计本身力量。中央与地方力量须打成一片。

至友邦关系亦不能不顾及。!刘湘:  条件至不能承受唯有战, 力虽不能相敌,然精神作用亦是要素。

须使战事延长以待变化,更须运用战略。!程潜:  对敌须运用, 彼速则此缓,彼退则此进。!张嘉璈还

记载了会议表决蒋介石提议的情况:  蒋先生结论: 战争是最后的决心, 我方方针照原定方针进行,

进退迟速之间由中央作主,何时战亦由中央决定, 各省与中央取一致进行, 无异言异心。!  全体起

立赞成前项决议,十一时半散会。!∀根据所记, 蒋介石的主战态度很明确,且能够引领其他与会者

的表态,较顺利地通过了抗战决策。这也是目前笔者所见名人日记中, 记述该次抗战决策会议情况

最为详尽的。

第二天即 8月 8日的中午,蒋介石在励志社邀宴各中央委员,席间发表演讲指出:  今当中日行

开始作战之际,特与各位聚会一谈,目前和平既成绝望,战争即将爆发, 此项战争系全面的战争, 非

如以前数年之局部的,所以关系我们国家前途是非常重大,我们必须小心应付,牺牲卫国, 以临此大

难。有人以日人准备已久,力强势大,我国颇难取胜,但此非真理。要知一个国家之对外战争,首须

注重国家是否上下一心,全国一致,其力甚强, 对外必能取胜,否则实力虽大,亦将失败。!#

随着抗战决策的通过,国民党当局在战时体制的构建上有了较大的进展。

在蒋介石日记中,多处提到关于设置  大本营!及其组织机构的考虑。就在 8月 7日当天的日

记中,在  下周预定表!中,有  大本营与行营之组织!; 8月 9日的日记进一步注明:  大本营加国民

经济部与训练部 !; 8月 10日的日记:  大本营组织 !。显然, 在推进抗战军事部署的同时, 决策体制

必须相应的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

据王世杰日记,国民党中政会于 8月 11日开会,  决定于战时置大元帅, 代表国府主席行使统

帅海陆空军之权 !;并另置  国防最高会议,以中央常委、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中央党部

各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暨行政院秘书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

委为委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在此最高会议下设国防参议会, 以

容纳党外分子。 (从前曾反对政府之人民阵线分子与共产党人预定将以参议会容纳之。)至于政府

原有五院机构,拟于战时亦暂不更变 !。∋ 8月 12日,国民党  中央常会开秘密会议,决定自本日起

认为全国已入战时状态;并以林主席之提议, 推定蒋院长为大元帅, 凡此均不公布 !。∗ 按 8月 12

日的中常会除了通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关于推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提议之外, 还正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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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璈日记 1937年 8月 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 16盒。

王子壮日记 1937年 8月 8日, %王子壮日记 & (手稿本 )第四册,第 220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8月 11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86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8月 12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87页。



过了中政会关于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议,原由五届三中全会议决设立之国防委员会,请中央委员

会撤销。∀ 中政会通过 %国防最高会议条例 &共 11条, 其中规定:  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
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 !;  国防最高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 以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指定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其

委员由五个方面的官员担任: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秘书长,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各

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二、立法院院长、副院长; 三、行政院秘

书长, 内政、外交、财政、交通、铁道、实业、教育各部部长; 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参谋本部总长,

军政部、海军部部长, 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 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席得在

上述委员中指定 9人为常务委员。这些成员, 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国防

最高会议的职权为:  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 四、其

他与国防有关事项之决定。!另外,还授予蒋介石紧急命令权:  作战期间, 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 国

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会议还设置国防参议会,由主

席指定或聘任若干人充任。# 国防最高会议  主要沿袭国防委员会, 是抗战之初结合党政军权的全

国国防最高统一指挥机构 !。∋ 国防最高会议有权统辖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实业各方面的

事务, 并且明确由蒋介石执掌最高、最终的决策权。这一机关的设立,表明在蒋介石的力促之下,国

民党的最高决策体制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

国防最高会议在中政会批准设置的当天开始运作。 8月 12日, 国民党召开了党政机关召开联

席会议,推举蒋介石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大元帅, 并授权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组建抗战大本营。以

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未尝再开会,而以国防最高会议为实际上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起初国

防最高会议每周集会一次,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即 8月 14日上午, 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

霞谷寺抗敌及革命阵亡将士墓堂前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报告了

战事情形,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1 政府暂不迁移; 2 暂不取宣战式断绝国交方式; 3 仍向英法俄接

洽,诉诸国联。∗ 国防最高会议甚少举行全体会议,但每周举行常务会议一次或数次。国防最高会

议常务会议通常由汪精卫召集,其决议大都于事后送蒋介石核行,  盖蒋先生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
授权于战时主持一切党政之人也!。+

正当南京国民政府抓紧部署全面抗战之际,日军于 8月 13日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了攻击。

蒋介石于当天深夜向淞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达发动总攻击的命令, 毅然进入全面抗战。当时蒋

介石认为,这场战争持续一年便可结束。, 8月 14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  一不宣战, 只说自卫; 二

不迁移政府。!−为了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谋求战略与战术之密切配合, 国民政府于 8月 20日

正式设立大本营,以作为对日作战之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以大元帅的身份于当天连续发出多项训

令,颁布战争指导、作战指导计划等方案, 开始指导全国的抗战。 %国军战争指导方案 &是一个总体

指导纲要,其第一条首先明确了大元帅的职权:  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帅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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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 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之领土完整, 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 与

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同时拟定了大本营组织系统表:大本营设参

谋总长、副参谋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 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 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

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大本营内设立总机要室及第一至第六部,分别执掌军令、政略、财政、

经济、宣传、训练等六方面事务,另外还有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及军法执行总监部等机构。#

8月 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公布大本营组织条例, 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军最高

统帅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决议当常务委员会不能按期举行会议时,应提会之案件,

由常务委员三人先行执行,报告常会追认。中央政治委员会应提会各案, 先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批

行,再报告政治委员会追认。∋ 起初,还曾考虑在大本营之下设六个部 (分司作战、政略、财政金融、

经济、宣传、国民指导 )。∗ 据蒋介石日记, 在 8月下旬已经进一步讨论了大本营组织要领及其发

布、和地点,  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 行政院则在衡阳 !。+

但是很快国民党决策者意识到, 在军事委员会之外另设实体性的战时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并无

其必要,最可行的便是  以军委会代大本营!。, 于是,在 9月 1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 蒋介石在报

告中提出,此前对大本营的组织过重形式,且现时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战争之名为宜,因之决定暂时

搁置把大本营实体化,而是把军事委员会适当改组,将拟设置各部置于军事委员会之内。− 旋即明

确军事委员会设八部及负责人: 黄绍竑 (作战 )、朱绍良 (管理 )、俞飞鹏 (后方勤务 )、熊式辉 (政

略 )、吴鼎昌 (经济 )、陈公博 (宣传 )、陈立夫 (国民指导 )、翁文灏 (国防工业 ) , 以及张群 (秘书

长 )。. 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军事委员会发挥了国民党战时最高军事统帅机构的作用。

三

如前所述,当平津失陷、京沪面临日军入侵之际,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高层曾一致通过了

抗战决策,战时决策体制初步形成。然而,随着战局严酷性的展现,早日谋和的主张开始抬头。如

8月下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胡适等  低调!论者商议起草了  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
体方案 !,托汪精卫转交蒋介石, 但被蒋介石拒绝。1 在  低调 !论者看来,  蒋先生于公开场所表

示,自不能不强硬也!。  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 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 时局如何收

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 !。 而在蒋介石看来,  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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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指导方案 & ( 1937年 8月 20日 )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4页。

%大本营组织系统表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上册,第 38页。

国民党中常会第 51次会议纪录 ( 1937年 8月 27日 )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会议纪录 &,第 169页。

据熊式辉记载:  (八月 )十六日,蒋公受命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旋即组织海陆空军大本营,组织分为六个部,余时原为江西省政

府主席,受命兼任大本营第五部部长,主管全国总动员业务,卢作孚任副部长,留京服务。!见于洪朝辉编校: %海桑集 熊式辉

回忆录 1907 1949&,明镜出版社 2008年第二版,第 206页。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8月 26、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8月 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9月 1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97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9月 7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100 101页。

1937年 8月 30日周佛海日记:  偕希圣赴汪先生处,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之理由,并条陈步骤及负责人选;

汪允向蒋先生力言。返家后,约适之、宗武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由宗武起草。!又 8月 31日周佛海日记:

 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 %周佛海日记全编 & (上编 ) ,第 65页。

周佛海日记 1937年 9月 3日、15日, %周佛海日记 & (上编 ) ,第 66、71页。



 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  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 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

能议和乎!。∀ 可见,在淞沪会战期间,  和乎 !、 战乎 !的抉择,在高层依然未得解决。经过 9、10

两月的激战,至 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撤出上海;一个月后, 首都南京失守。在中国正面战场

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和德国出面调处中日关系, 使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

党高层面临着和与战的重大考验。

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 是 1937年 10月 6日国联作出的决议。除了日本

之外,当年 11月 3日至 11月 24日,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由于日本

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未能实际起到调处作用。而来自德国的调处, 则从 10月底一直持续到次年 1

月中旬。

布鲁塞尔会议是美、英、法等西方国主导下进行的, 因而一开始国民政府颇为重视。

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前,王世杰便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  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无论日本政府参加

与否, 其初步动作,必为试行调解;其调解之初步方案, 当为无条件或附条件之停战。!他认为,为了

避免因  无条件之停战 !而使华北成为被日本军事占领状态,  故我应由驻英、法、美大使预与英、

法、美接洽, 促其将停战与撤兵同时提出!。  至撤兵地点,事实上虽决不可能做到按照国联干预其

他战争之先例,责令各自撤至本国境内,但不妨暂以七月七日以前甚或沪战发生前之两国军队原驻

地为初步撤退地点!。# 而蒋介石也是把日本撤兵作为停战的前提, 如蒋介石在当年的  双十节 !曾

发表宣言,  谓在敌军未撤退之前,永远不可中止抗战 !。∋ 待到 10月下旬淞沪战役中方居于下风

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战与和有较多的记载。一方面, 在  战 !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  抗倭必须

到底, 不背初衷, 则虽败亦成!∗;  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 !;  此次抗战, 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

与其坐以待亡致辱召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 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

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 !。他甚至写到:  如此次再不抗战, 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

亡 !。从这些话里,可以认为蒋介石是有着继续抗战的决心。另一方面, 在  和!的问题上,当时蒋

介石的态度为  国际调解则可, 直接交涉则不可 !;而且他一度对国际调解较乐观:  解决中倭问题,

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 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

战牺牲之效果也。!+  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

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  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 !。, 与此相应, 在 11月 5日晚上

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做了如下结论:  外交问题, 对于九国公约会议, 虽不敢谓有效果,然不能由

我破坏,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与日本直接妥协,非各国出面调解不可也。政府所取态度,一、决不直

接妥协,二、不可强硬矫慢,三、不可由我破裂。对于此会议之希望,在更激起世界之同情与愤慨,并

使英美俄卷入战涡。!−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会议本身以及相关大国在调解中日战事的前景,

仍抱有一定的期待。

到 1937年 11月上旬, 因战事失利,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原先在淞沪地区以重兵阻遏日军

的部署,不得不做重大调整, 正面战场战局已呈长期化, 战线将不得不向内地纵深转移。 1937年

∃139∃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

∀

#

∋

∗

+

,

−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9月 8日、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10月 19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125 126页。

王世杰日记 1937年 10月 10日, %王世杰日记 & (手稿本 )第一册,第 119页。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0月 2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0月 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1月 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张嘉璈日记 1937年 11月 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张嘉璈档案,第 16盒。



11月 10日, 中常会决议通过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第 26次会议决议, 嗣后凡属中央党政各机关

适应战时之各种特别设施,令行各省市地方党政机关办理者, 概行先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施行。∀ 这是决策体制走向战时化的重要一步。另外,如果中国坚持抗战, 迁都问题已迫在眉睫。

蒋介石日记中便数次记载关于迁都问题, 如:  与林主席商迁都问题 !# ;  决定迁都日期 !、 决心迁

都于重庆!∋ ; 蒋介石把迁都的理由归纳了两点:  甲、为长期抵抗之计; 乙、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

人对城下之盟之妄念。!∗当时,虽然在和战问题上国民党高层已有  低调 !论者+ , 但对迁都问题很

快达成共识。11月 15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议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 军事委员会

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 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 或设于长沙以南地点。 16

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主张迁移政府于重庆。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

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 31次会议的几项决议,包括: 1 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

及人员疏散办法; 2 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 3 国防最高会议

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 4 预定迁移地点为重庆。, 这样, 11月 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

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之意。但当时国民政府各部会实际上多设办事处于武汉及长沙、衡山

等处。

就在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的同时, 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已经明朗化, 由于日本两度拒绝与

会,通过九国公约的框架已经无法调解中日军事冲突。与此相应, 国民政府内部也没有就是否接受

会议的调解产生分歧和争执。蒋介石虽然关注这次会议的进展状况, 但所抱期望也渐趋实际。如

11月 19日,他在日记中便写到:  九国公约会议形势不佳。!三天后,他的日记中有:  九国公约会议

已消极,恐无结果。!11月 23日,蒋认识到:  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这样, 蒋介石对此次会议

的关注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德国政府主要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与驻日大使狄克逊,对中日军事冲突进行的调处, 却

从 10月底一直持续到次年 1月中旬, 期间发生了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民政府西迁、南京被日军攻

占并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等重大事件。从实际情况来看,德方确实数度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

 和议!条件,并且表达了促成和议的意见;中方高层确实就是否接受日方的条件和德方的意见, 产

生过较大的分歧。

11月 15日,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告知了日本的议和条件:内蒙古实现自治;华北与  满洲

国 !之间建立非军事区,由中方维持秩序; 在上海建立非军事区, 由国际警察来管制; 停止反日政

策;共同防共;减低日货关税。陶德曼还表示, 希望中国不应失去议和的机会。对此蒋介石予以拒

绝,并且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蒋还希望德国政府知

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条件, 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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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常会第 58次会议纪录 ( 1937年 11月 10日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会议纪录 &,第 176页。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1月 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1月 1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1月 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参见周佛海 1937年 11月 15日日记:  布雷来,谈中央及国府决迁重庆;军委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本晚国防会议正

式决定。中枢移动,政治是否解体? 殊为耽 (担 )心。!见于%周佛海日记全编 & (上编 ) ,第 93页。

国民党中常会第 59次会议纪录 ( 1937年 11月 16日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会议纪录 &,第 177页。

蒋介石日记 1937年 11月 19日、22日和 2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影印件。



这个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注的对象, 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

的。∀ 这实际上是明确拒绝了日方的  议和 !条件。
然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间观点并不一致。如在 11月 15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会上,  居正力主

向日方求和,并谓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但蒋介石实际上并未曾因战事挫折倾向于直接讲和,

故其议论亦无人理会 !。# 但是,会议上  无人理会 !求和之论,不等于其他高层人士都赞成蒋介石

的立场。如从周佛海日记看,当时持悲观、失败观点以及主张接受陶德曼调停的,自汪精卫以下,不

乏其人。例如:  (陶 )希圣谒汪回,谈德大使陶德曼正式提出调解方案,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

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

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先生竟拒绝考虑, 不知其如此干下去, 究有何种期待也! !∋又

如:  (高 )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谈, 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 今日上午, 再与孔及汪一

谈。为之稍慰,并留其暂勿赴汉。!∗  天翼来午饭,与谈大局如照此下去, 必致崩溃, 并谓须立即下

台 !。+ 只是对于为数不少的求和论者,蒋介石并不认同:  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

求和乃为降服而非议和也。!,  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 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 投机取巧

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实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是之曷为何所据也。!−和还是战,是否接受

日方提出的条件,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政府内部不同意见也逐步公开化了, 如行政院副院长孔

祥熙  近甚倾向和议!。也有不同意的,如王世杰便向孔指出:  此事须特别慎重,而共同防共之款

尤为危险。!. 12月 2日,蒋在南京会见陶德曼之前曾召集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将领会

商,在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由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后,白崇禧、顾祝同表示异议:  健生所惧

者,恐从此在国际间陷于孤立, 使日对俄得有力布置后, 仍来迫我,将如何? 墨三亦同此意见。!徐

永昌则主张:  先接受其调停,徐议条件。!稍晚徐永昌单独向蒋介石进一步说明接受德国调停的理
由:  在此根本不需要打仗既 (即 )能在不亡国的条件下,有第三国调停 (非直接交涉矣 )在能忍受范

围内当毅然接受之,且我今日与人和解,乃求生之和解, 非有野心之和解,各国对我安得再事苛求也

(因健生恐苏俄不谅解云云 )。!1而在 12月 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徐谟介绍了蒋介石听取几位将

领意见及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最新的条件之后, 出席国防最高会议的  居正力主和, (不惜为城下之
盟 )。何主政府机关往重庆。! 而在 12月 10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  汪注意共产党高调言: 国民党

不联俄,故不能抗日。孔言, 蒋并不消极。立夫言,意见不同不足为异,但蒋决定者, 应一致办理。

邵言, 不便宣言和俄, 不妨力言抵抗。! 可见,在是否接受德国调停问题上, 当时军政高层意见不

同,莫衷一是。但是, 在国民党和战立场抉择上,蒋介石的态度依然是最具决定性的作用的。

那么,蒋介石本人持何态度呢? 蒋本人当日日记仅有如下相关记载:  下午约德大使讨论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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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约重要将领会报。!∀而据王世杰记载:  陶德曼大使在京晤委员长。蒋于延见前,曾召集在京

将领会商。会商时白崇禧对共同防共一款,认为最不可接受。蒋告德使, 大意以为如须磋商和议,

须先停战,否则一切条件均不必谈。!#而蒋介石在尔后几天的日记中, 都谈到了关于和战抉择的思

考,如:  对倭抗战到底之利害, 全视国际形势而定!∋ ;  收拾残部,重整旗鼓, 再造时代之计划 !∗;

 倭寇对德国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以我不能屈服, 彼已决绝乎? !+  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

无其他办法 !,;  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 蒋介石还预见到  南京万一被陷!

和  即使全国被占领!的局面,但他的结论是  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

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

12月 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高层一时悲观情绪弥漫, 议和之论甚嚣尘上。对此,蒋介石感

到压力甚大:  南京被陷以后,和战问题突出,如无宣言决心, 则几不可支矣。!1  近日各方人士与重

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此时若果言和, 则无异灭亡, 不仅外侮难堪,

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战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 !

可以说,面对各方面的压力, 蒋更为明确地表示了拒和态度。据王世杰日记记载, 12月 17日,  蒋

院长发表宣言,决继续抗战。今午蒋约谈话, 谓应战之困难当以过去数月为最苦, 今后当较减 !。 

12月 19日:  今晨蒋院长在武昌省政府召集党政军人员作纪念周, 其大意为:我当继续抗战,军队

之补充与军械之供给,可有相当办法。盖欲息和议以定军心也。!!而南京失陷后, 主张不可轻易言

和者也大有人在:  罗志希来函谓,战事可失败, 立场不可放弃。与予素日之见解同。!∀  白崇禧自

由桂北来已四月,从不发言,今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席上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到底, 不可再以和议二字

萦绕脑中。居觉生及于右任则请蒋先生出任大元帅之名,蒋未同意。!#

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华态度更趋嚣张强硬,  似日方对于前所提和议条件尚欲增价也。此间倾

向于和议者,近亦慎重不敢轻于主张,以主和即不免有逼蒋先生下野之嫌疑。汪精卫先生似亦有此

感 !。∃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 12月 26日深夜蒋介石得悉由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最新议和四个原则:

 一、中 (国 )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 须与倭满共同防共; 二、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

组织; 三、中与倭满成立经济合作;四、相当赔款。! 此外另附二件, 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也; 乙、须

由我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对中国而言, 这些条件不啻为接受降书, 国民党军政高层的

态度如何,最终决策如何, 实际上是生死攸关、不能回避。蒋本人在日记中的态度是:  余见此,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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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以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至纠纷

矣。!∀而在 12月 27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  讨论敌人所提条件,多主议和 !, 形势颇为严峻。在王

世杰看来,国民党的决策核心最终将拒绝接受日方的条件:  孔氏近日主和至力。日方此项新条

件,今日已提交国防会议常务会议讨论。惟蒋先生近既一直表示持久抗战, 日方条件又复日苛一

日,此次德使之调停, 势将再度失败。!#蒋介石则抓紧推动作出坚持抗战、拒绝陶德曼调停的决策,

如:  与 (张 )岳军谈和战与存亡及个人生死, 以 (及 )国家之利害问题。!又如:  本日汪孔张诸兄来

会报, 余以昨日国防会议情形与意见,由汪孔与余三人决定。余坦白告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

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 而不能降服,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 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

远之束缚,若果不幸, 全为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

所凭藉,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 而在此后几天的蒋介石日

记中, 不乏坚持抗战、反对言和的观点。如:  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 !∗;  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

言和!+ ;  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 !;  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 正如王

世杰当时所记:  其 (蒋 )抗战决心, 似未为最近德方之调停所动摇。!−可以认为, 蒋介石当时的坚

定表态,使得国民党高层的  低调!与  言和 !主张一度有所收敛, 对国民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的决策

起到了主导作用,使得日本的诱降、逼降企图难售其奸。

1937年 12月底, 国民政府进行了重要的改组, 机构与人事变动较大。蒋介石本人辞去了行政

院长, 由孔祥熙继任, 另由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这一任命, 曾引起外界的疑虑:  此次行政院改

组,以孔庸之为院长, 并以张岳军为之副, 外间颇疑政府倾向于妥协。!.但是, 蒋介石依然公开其抗

战主张:  闻蒋先生近日与阎锡山及其他政府中人商谈, 仍主继续抗战,而以川、滇、黔为最后根据

地。!1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有关的疑虑, 国民政府高层人士对外表示了同样的立场。 1月 13日,

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要求:中国方面须于 1月 15日前作出答复, 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

动的权利。当天,中国外长王宠惠向陶德曼递交了正式答复:  经过适当的考虑后, 我们觉得,改变

了的条件,范围是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

细的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陶德曼提出,中方的答复没有表示希望和解的意愿,会被日本认为是

在搪塞。王宠惠答称:除非知道了日本的要求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不能作出决定,也不能表示意

见。 1月 15日, 孔祥熙在会晤陶德曼时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已经表示了诚恳的愿

望,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出的 (基本条件 )的性质和内容,因为我们愿意尽每一分努力来寻求恢复两

国之间的和平迹象。有了补充的说明,我们就更好表示我们对于日本所提出的条件的意见。! 1月

16日,蒋介石明确指示外交当局  对德大使明言, 如倭再提苛刻原则, 则拒绝其转达 !。! 这就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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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方面当时无法继续在中日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

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接受日方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遂于 1938年 1月 16日发表声明: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

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中国。!∀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政府公开对国民政府

表示的最严厉的声明。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感到更多的压力:  倭政府昨日宣布不与国民政府作交

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敌人无法之法, 但有一笑而已。!不尽如此, 反而觉得有助于  安
内 !:  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于是, 1月 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 驳

斥日本对华政策, 并且声明:  (一 )中国政府虽始终极愿和平解决中日冲突, 但不能接受破坏中国

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条件。 (二 )一切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之傀儡组织,当然无效。!∋这场由德国

居间调停的中日之间的  议和!画上了句号。不仅如此, 1月 20日,日本调回其驻华大使川越茂,中

国遂亦调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两国的殊死较量,已经显现出长期化的趋向。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中日军队从华北的局部冲突, 迅速扩大为全面的战争, 正

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战线不得不西移。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

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即便是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 在作出抗战决策之

前有过犹豫,在战局失利时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是,在这一期间的几

个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能以国家存亡、民族根本利益为取向,以维护国民政府的独立和尊严为底

线,顺应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民意,克服了各种干扰, 抵制了  低调 !妥协的主张,在领土

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力图实施, 促成了战时决策体制

的形成,表明和守住了抗战的基本立场,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 也

使得打着  调停!、 议和!旗号的迫降活动趋于失败。当然,随着 1938年日本交叉使用军事压力和

政治诱降的手段,国民党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公开分道扬镳,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抗战力量在和战问题

上遇到更为严峻的考验。

(作者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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