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月旦古今：中國歷史人物小故事

甲、內容簡介

本節的主題人物為蔣介石（ 公元 1887 – 1975
年）。蔣介石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
物，他早年得到孫中山（ 公元 1866 – 1925 年 ）
的器重，成為黃埔軍校校長，進而領導北伐，結
束軍閥割據、南北分裂的局面。在蔣介石主政下
的南京國民政府，經濟和社會民生方面皆有發
展。1937 年，他領導中國進行抗日戰爭；隨後中
國於 1945年爆發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蔣
介石在中國大陸的政權亦終告失敗。近年來由於
《蔣介石日記》的陸續公開，使蔣介石的事蹟成為
海峽兩岸學者的研究熱點，這對於後人了解蔣介
石一生的功過是非十分重要。本節以《 蔣介石日
記》為導入，論述近年學者對蔣介石的研究概況，
並探析他的政治生涯和經歷，以及其政權在中國
失敗告終的原因。

蔣介石的新近歷史研究透視――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

乙、講座摘記

1. 從《蔣介石日記》說起

《蔣介石日記》的由來

蔣介石從 1915年便開始寫日記，直至去世前三年，
即 1972年。蔣介石處身於中國非常動盪的時期，
在五十多年間仍堅持每天寫日記，這種堅持不懈
的態度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他寫了多年的日記，逝世後由兒子蔣經國（ 公元
1910 – 1988年 ）保存，蔣經國逝世後再交給兒子
蔣孝勇（公元 1948 – 1996年），這部記錄了蔣介
石五十多年生平經歷的日記，一直由蔣氏三代所
擁有。最後，蔣氏後人決定將《 蔣介石日記 》存
放在美國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胡佛研究所
於 2006年起陸續把《蔣介石日記》公開。

蔣介石所寫的日記橫跨五十多年，後人可閱讀當
中大部分的內容，惟現時有部分日記內容已經遺
失，例如 1915年、1916年、1917年和 1924年。

《蔣介石日記》的內容和重要性

《蔣介石日記》對後世研究蔣介石非常重要，填補
了人們對蔣介石未認識的地方。

蘇維初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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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和陳鴻文兩位學者細閱《蔣介石日記》，對
當中的內容有比較深入的看法。綜合學者意見，
可看到蔣介石對任何人均會肆無忌憚的厲聲責罵，
對他的下屬更是尖酸刻薄。不過，他對於汪精衛
（ 公元 1883 – 1944年 ）卻是頗為恭敬，蔣介石在
日記中經常以「 汪先生 」稱呼汪精衛，並且很少
對汪精衛惡言相向，這是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
此外，蔣介石會批評共產黨，但他面對 1949年失
去大陸政權的這個慘痛教訓，在遷怒共產黨的同
時，又在回顧和反省之中痛斥國民黨要員的腐敗
和不濟。

撰寫日記是蔣介石發洩情緒的一種方式，學者認
為這可能是他在面對當時重大壓力的環境中的一
種疏導和宣洩。例如胡適（公元 1891 – 1962年）
在五十年代末從美國返回台灣，蔣介石對他並無
好感，並經常在日記裏批評他。可是在公開場合
中，他還是表現出尊重的態度。蔣介石會在日記
中寫下每日、每週、每月有甚麼事情要反省，我
們從這些反省中，可看到他如何表達自己，並從
中體會到歷史人物複雜的內心世界。

蔣介石除了在日記中記錄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個人
反省外，也記下他的生活日程和日常事務等，因
此這份日記對研究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十分重要。
不同學者就蔣介石撰寫日記的動機持有不同看法。
楊天石認為日記中有很多內容是關於蔣介石的私
隱，故他認為蔣氏撰寫日記主要是用作個人記錄。
也有學者提出他很重視寫日記，亦鼓勵軍政人員

要寫日記，有時侯也會給蔣經國看自己的日記，
由此推斷他撰寫日記的目的在於為兒子提供一些
治國管軍上的參考。

我們從《 蔣介石日記 》中可看出他深受儒家思想
影響。上世紀二十年代，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國政
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重視農業的觀念仍然深深
影響着着蔣介石。當時有蔣氏的鄉里來到大城市找
他要求工作介紹，他便寫信回覆說農業是中國的
經濟基本，然後勸告鄉里在鄉村從事農業，建設
中國。另外，蔣介石在失去大陸政權後，反省為
何全局皆北的時候，不是只講對方多差多壞，也
反省自身的不足，這些例子足以證明蔣介石深受
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

2.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和經歷

軍事經驗豐富，深受孫中山器重

蔣介石軍事才能卓越，深受孫中山器重。他於
1908 年在日本陸軍預備學校（ 即振武學堂 ）學
習，後來被派去野炮兵部實習。孫中山在袁世凱
（ 公元 1859 – 1916 年 ）執政時發動不少反袁活
動，而蔣介石的軍事經驗發揮極大的作用。最終，
孫中山決定委任他為黃埔軍校校長。在民國初年，
中國飽受內憂外患的威脅，變得支離破碎、四分
五裂。在這背景下，人民相信只有拿槍的軍人才
能決定整個國家的未來，他們渴求有軍政強人帶
領中國完成北伐，統一全國。這個時勢造就了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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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的崛起。

談到蔣介石與孫中山的關係，兩者可說是交情深
厚。例如蔣介石的母親（ 王采玉，公元 1864 – 
1921 年 ）五十大壽，孫中山親赴祝賀；蔣介石的
母親離世，孫中山也派人拜祭，並親撰祭文。另
外，1922 年廣東軍閥陳炯明（ 公元 1878 – 1933
年 ）與孫中山決裂，及後陳率部叛變，逼使孫中
山登上了永豐艦避難，蔣介石知悉後便立即趕赴
廣州與孫中山共渡時艱，這件事也印證了二人密
切的關係。

任黃埔軍校校長，培養軍事人才

黃埔軍校的正式名稱為「 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
校」，蔣介石任軍校第一任校長，期間培養和訓練
出不少軍事人才，而這個身份也成就了蔣介石的
崛起。黃埔軍校地位顯赫，不少軍官和士兵都積
極參與北伐。在抗日戰爭期間，很多抗日將領都
是黃埔軍校出身，成為抗戰期間的軍事骨幹。蔣
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學生對他必恭必敬，
大家關係密切，這為他將來掌握軍政大權奠下基
礎。

孫中山在 1925年離世，次年蔣介石開始率領國民
政府北伐，至 1928年 6月，張作霖（公元 1875 – 
1928年 ）逃離北平退回東北時被日本人炸死，他
的兒子張學良（公元 1901 – 2001年）承認南京為
中央政府，全國復歸統一。作為北伐的最高統帥，
以及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領導自己的學生北伐，
統一全國，展現卓越的軍事才能。不過，蔣介石
在孫中山身故後，及在進行北伐之前，曾承受巨
大的壓力而猶豫躊躇，並想過放棄擔任軍校校長，
他在日記裡曾數次想着着：「雖然是黃埔軍校校長，
現在我都可以不做。」縱然面對失意，革命事業屢
遭挫折，但他最終仍能克服過來，堅持自己的信
念完成使命，殊不容易。假設蔣介石放棄了黃埔
軍校校長一職，改由其他人擔任的話，他整個政
治生涯將會完全不同了。

領導北伐，平定反對勢力

蔣介石領導北伐初期，國民革命軍不足二十萬人，
他面對的軍閥如孫傳芳（ 公元 1885 – 1935年 ）、
吳佩孚（公元 1874 – 1939年）等，分別有二十萬
及三十萬兵力，而東北的軍閥估計也有三十萬兵
力。但是，蔣介石最終卻能夠率領北伐軍攻至北
京，成功統一中國，由此可見他具備傑出的軍事
領導能力。

北伐成功之後，蔣介石召開裁軍會議，裁減中央
軍以至地方各勢力如閻錫山（ 公元 1883 – 1960
年 ）、馮玉祥（ 公元 1882 – 1948 年 ）和李宗仁
（ 公元 1891 – 1969年 ）等人的軍隊。這個裁軍決
定引致地方軍閥不滿。1929年 3月，國民黨舉行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親蔣介石的代表主導整場
會議，引起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包括汪精衛等人的
不滿，黨內反對派遂聯同地方軍閥發起護黨救國
運動，表達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不滿。1930年，
蔣介石勢力和反蔣勢力爆發「中原大戰」，雙方在
黃河長江一帶開戰，交戰人數逾一百萬。最終張
學良在東北派軍隊前來支持蔣介石，使蔣介石能
夠在中原大戰中獲勝。

自 1930 年開始，蔣介石與胡漢民（ 公元 1879 – 
1936年 ）的政見出現分歧，兩者關係惡化；到了
1931 年，蔣介石更軟禁胡漢民，此舉引起廣東軍
閥的不滿，他們直指蔣介石獨裁專制，於是召開
非常會議對抗蔣介石，號稱反蔣民主運動。直至
1931年 9月 18日東北爆發九一八事變，在國難當
前下，廣東軍閥才與中央南京政府和解。

汪蔣緊密合作，建設「黃金十年」

南京國民政府於 1927 年成立，在 1928 年至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前這十年間，正值汪蔣緊密合
作的時期，中國政局較為穩定。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公元 1897 – 1989 年 ）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戰區參謀長，內戰時期，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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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公元 1884 – 1972
年）曾經派魏德邁來中國觀察內戰情況，他以「黃
金十年 」形容 1928 年至 1937 年南京國民政府的
管治狀況。

國民政府在這十年的政績是可觀的。以稅制改革
為例，1936 年國民政府的稅收較 1927 年增加了
15 倍。袁世凱北洋政府時期，不同地區的通用貨
幣各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則立法採用法幣。中
國四大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
和農民銀行皆在這個時期成立。至於工農產業方
面的發展，由 1927 年至 1937 年，工農業總產值
增長由百分之 27 提升至百分之 37，平均年增長
8.4%。

由抗日成功至失去大陸政權

日本於 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隨後加緊對中國的
侵略，先後出現 1932 年的「 一二八事變 」，以及
1937 年的「 七七事變 」。面對日本的步步進迫，
蔣介石於 1937 年 7 月 17 日發表廬山講話，表示
願意與共產黨聯手抗日。其後，兩黨同意停止內
戰，一致抗日，中國開展全面抗日戰爭。1942
年 1 月，蔣介石出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統
籌中國、泰國、越南等戰場的指揮。在日軍偷襲
珍珠港後，美國將注意力放在中國戰場，使中國
不再孤軍作戰。1943 年 11 月，蔣介石作為中國
的領導人，與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公元 1882 – 1945 年 ）和英國首相邱
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公元
1874 – 1965年 ）進行開羅會議，共同商議戰後國
際局勢的安排以及土地問題，包括中國如何取回
被日本佔領的土地。抗日戰爭勝利後，聯合國成
立，中國成為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西方國家亦陸續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
的國際地位與蔣介石在中國的聲望也在此時進一
步提高。

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立即進軍東北，隨後與共

產黨就對日受降問題等方面產生分歧，雙方再起
衝突，結果國民黨先在遼瀋之戰失去東北，及後
北平、淮海的戰線亦逐漸崩潰，蔣介石全局皆輸。

3. 蔣介石失去大陸政權的原因

國民黨要員的憶述

李宗仁（公元 1891 – 1969 年）和 
白崇禧（公元 1893 – 1966 年）

李宗仁於回憶錄中說共產黨能夠席捲大陸非一朝
一夕之事。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返回淪陷區
後，在推行接收政策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問題，
令淪陷區的人民非常不滿。普羅百姓認為當時國
民黨的行為是「劫收」而非「接收」。他們說：「望
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國民黨在接收
淪陷區時兌換貨幣並不公允，如偽幣對法幣（ 淪
陷區的貨幣 ）的兌換率為 200 比 1，再加上貪污
問題嚴重，淪陷區的人民對國民政府極為不滿。

白崇禧總結蔣介石推行和制訂憲法太過急促，因
而引起總統、副總統選舉等諸多的紛爭。另外，
白崇禧更認為國民政府最終失敗，軍事腐敗是至
關重要。整支軍隊的最大問題就是「 蔣家天下陳
家黨 」（ 陳家黨就是陳果夫（ 公元 1892 – 1951
年 ）和陳立夫（ 公元 1900 – 2001 年 ）兩兄弟，
蔣介石由北伐開始就倚重這二人），結果失掉在大
陸的政權。

陳立夫

陳立夫的回憶錄記載蔣介石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他在中國領土的問題上絕不讓步（ 除了外蒙古之
外）。陳立夫指出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權力只限於
數個省，即是江蘇、浙江和長江一帶，整個政權
未能植根於中國，似是一個浮萍式的政權。而在
抗戰之後不少政策都由蔣介石獨自裁定，完全沒
有諮詢，因而令政策出現問題。另外，他認為美
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不深，經常迫令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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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跟共產黨和談。

居正（公元 1876 – 1951 年）和 
陳誠（公元 1898 – 1965 年）

居正可以說是國民黨的元老，他認識孫中山，曾
參與革命，是反袁的中堅份子，亦曾任徐州剿共
的總司令部司令員。他認為蔣介石和國民黨失去
大陸的主因就是他們拋棄了農民。而陳誠在他的
回憶錄中亦提及，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沒有實行
土地改革，沒達成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目標。
主政的官員全都漠視農村發展，即使到了內戰時
期，一切緊急的經濟法令皆以上海為中心，也就
只有城市觀念。

美國政府官員的評論

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公元 1880 – 1959年）

日本投降之後，國共關係隨即變得緊張，時任美
國總統杜魯門於 1945 年 12 月派遣馬歇爾來華調
停，直到調停失敗後，於 1947年 1月才回到美國，
並成為美國國務卿。

國民政府官員對馬歇爾沒有多大好感。陳立夫覺
得馬歇爾不明白中國共產黨的特性，又經常向國
民政府施壓，要求它和共產黨合作。杜魯門總統
原意是希望國共兩黨能攜手合作，在中國建立一
個民主的國家。蔣介石雖然並不願意與共產黨合
作，但是由於他需要美國的援助，故此起初仍然
接受美國的建議。不過礙於國共兩者軍力不同，
蔣介石的軍力有三百多萬，共軍只有五十多萬，
蔣介石不甘與共產黨處於對等的地位，所以國民
政府對馬歇爾的態度極為冷淡，而馬歇爾則指責
國民黨政權腐化，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魏德邁 （Albert Wedemeyer，公元 1897 – 1989年）

魏德邁認為蔣介石希望建立一個能夠實踐三民主義
的中國，但是內戰期間繁重的軍政使他無法達成目
標。當時國內通貨膨脹、經濟崩潰，有不少人密謀
反蔣，蔣介石忙於處理不同問題，無暇兼顧他事。
雖然魏德邁是少數傾向支持國民政府的美國軍官，
並一直建議美國繼續援助中國，但他在報告書中也
指出國民政府的管治十分腐化和無能。

蔣介石本人的分析

蔣介石認為抗戰時期，國軍各級將領在擬定作戰
計劃後，沒有深究成效，全部都在打胡塗仗。高
級將領或六十歲以上有家室者，丟棄革命精神，
只希望保全自己的實力，不肯犧牲自己的部隊，
共軍就在這情況下把國軍逐一擊破。另外，士兵
戰術落後、紀律差劣、制度不濟、精神低落等都
是國民黨致敗的原因。他認為共軍在制度、組織
和思想教育等方面，都較國民黨優越。

4. 小結

歷史人物一體多面，難以用三言兩語去評定一個
人的功過，以蔣介石為例，他具有卓越的軍事領
導才能，為人堅持不懈，看重情義，卻有專行獨
斷、治國不善的缺點。隨着着《 蔣介石日記 》的陸
續公開，以及在不同歷史參與者的見證下，我們
可透過多元化的方法，以多種觀點重新探究和認
識這位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