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教育草 18 期

2011 年 6 月

193

評 Slack 著《鴉片，國家，

與社會: 1924-1937 國民黨

與販毒經濟》

聲，)冠麟.

Edward R.Slack , Jr., Opium, State, and Society: China's Narco

Economy and the Guomindang, 1924-193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一、前言

聽片貿易和煙毒問題，向是近代史研究關注的議題。然而，

學界甚少留意政治權力和販毒經濟的關係。劉增合指出，鴉片統

稅已是清末歲入的大宗，與練兵、興學、警政等事業關係密切。

然而，在 1906 至 1911 年的聽片禁政期間，地方各省與中央政府

對士藥統稅的經辦構和撥款數額，產生嚴重矛盾。地方主張歸省

自辦，度支部則設法化解各省控制鴉片統稅的企圖。隨著鴉片禁

政縮期進行，聽片稅收愈發減少，土藥統稅的撥解成為地方與中

央矛盾的焦點，尤以湖北、雲南等地為然。 1事實上，民國肇建

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虛史學，i\碩士

l 劉增令. (清末禁煙時期的鴉片純稅糾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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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地方當局依賴鴉片稅收的情況，反有越演越烈之勢。再加上

各地軍閥對鴉片明禁暗種，巧立名目收取特稅，甚至為了爭奪煙

稅而彼此聖戰。時人曾感嘆，內戰「實際上講起來，都是為鴉片

問題而戰 J ， 2中國已淪為鴉片之國。

一般認為， 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前述情況才獲得根

本解決。 Kirk A. Denlon認為共產黨的建國神話，就像「摩尼教式

的光明與黑暗對立」般塑造歷史框架3 。無庸置疑地 r 鴉片」正

是黑暗舊中國醜惡的象徵之一。1950 年代曾任{文匯報}社長兼

總編輯的徐鑄成，就曾經強調: r解放前的一百多年，中國人民

直受著聽片毒害。始而從印度進口，進而自種自銷，由官府在

全國特別在西南各省強迫耕種，流毒各地。最後是日寇在武裝侵

略的同時，大量製造和運銷紅丸、白粉和嗎啡，雙管齊下，企圖

滅絕中華民族」 4 。有趣的是，後世研究者對日本如何在華還銷毒

品的興趣，更甚於追溯中國官府「強迫耕種」聽片的事跡。9

然究其實際，至少在 1920-1930 年代，鴉片氾濫更大程度是

中國內政問題。自清雍正帝以降，中國政府雖時有禁煙政策的頒

中'I).的(壘北.2004.9) .頁 53-104 0

2 構潤玉. (鴉片問題與中國〉﹒{晨輒) 1928 年 2 月 9 日﹒轉引自轉~轟，

〈喝片種植與機荒問題 且民團時期關中地區冉個韋研究) • (中國社會組蜻

史研究) , 2002:2 (福建 .2002). 頁 81 0

3 Denton, Kirk. "Visu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volutionary Past

Paintings from the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個re

and Cullure 12, 2 (Fatl2000), p.205

4 徐鑄成. ( r 特稅』世界) • (武溫文史實料) • 1996:3 (武，量. 1996) .頁

143 。

5 曉近專著制且丰思，函. (戰時日本區毒與三先作戰研究)(南京: ~.L.a人民出

組祉. 1999) ; lenniD醉， John M. ,The Opium Empir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Drug Trafficking in As悶， 1895~1945.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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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然基於種種原因，應採取「寓禁於徵」抑或是絕對禁絕的爭

論，歷久懸而未決。隨著時間推移 r寓禁於徵」已淪為政權擷

取財源的工具，反失禁煙本意。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

最初對煙毒也高舉深惡痛絕的旗幟。惟隨著國民政府政權的確

立，該黨也在鴉片稅收問題上越陷越深。 Slack 著{鴉片，國家，

與社會}處理的便是 1924 年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夕，國民

黨政權的鴉片政策問題。由於學界甚少由此切入論述，因此，本

書頗值得參考，並有助於我們對國民黨政權更進一步的認識。

二、內容概要

本書除導言、結論外，共分五章。作者依序討論 1920~30 年

代中國販毒經濟的模概，以及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再接著評估

國民黨政權於 1924-1937 年間的鴉片政策。

(一) 1920~1930 年代中國的販毒經濟

Slack 指出， 1906 至 1917 年間，透過清政府、民初政府的努

力，一度成功大幅 ill除轉栗花的中國，隨著軍閥紛爭時代開始，

鴉片問題又捲土重來。對農民而言，他們從「黑米」可得到遠比

其他穀物還多的收穫;不僅如此，不論地主、軍方、官員，甚至

是盜匪、「土豪劣紳」無不鼓勵或是強迫農民投入種植麗葉花。

於是，許多的農村荒廢糧食生產，陸續投入鴉片生產行列。地方

政府十分仰賴鴉片帶來的收益，徵收鴉片稅捐的代理機關名稱不

，但最常見的名稱是「禁煙局 J 並收取「苗金」、「煙苗罰

金」、「種煙牌照稅」、「調查費」、鴉片「特稅」等名目不一

的稅金。在很多地區，即使農民不顧耕種，也會收取「白地

款」、「懶捐」。對很多農民而言，投入鴉片種植無寧是較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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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抉擇。

同時，軍閥、煙商、幫會等各方勢力，還共同組成龐大的毒

品還銷網路。以鴉片最大產地四川為例，軍閥劉文輝透過以「新

華實業公司」為名的船隊，輸送鴉片貨物。沿途各地的釐金關

卡、或是「禁煙局」則從中收取稅款，軍隊更是公然負起「保

護」 或運送煙貨的責任，以海軍為例，它投入大量的精力在長江

上輸送煙貨，導致引來「鴉片海軍」之識。

在中國，聽片煙貨的運銷網路﹒主要分為「廣西走廊 J 、長

江流域、華北地帶，之間再以水遷、陸路、或是鐵路運輸貫穿其

間。各地物貨或就近分銷，或沿以上孔道經由中國最大的鴉片市

場，武漢與上海，流通各地。如此，中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販毒

經濟結構，而軍閥政府也可從中牟取暴利。以武漢「軍警檢查

處」為例，為了增加稅收，於 1924 年在宜昌增設分站。大體而

言，長江中上游的毒品交易主要為軍閥所控制。至於上海的情

況，則遠較前者複雜。後者還有秘密幫派、租界外國勢力涉入。

但 Slack 強調，鴉片還鋪在民國時代極為普遍，在上海， 1912

1926 年間，煙商所設的銀行佔了華資銀行總數的27.5% 。

(二)鴉片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如眾所皆知，吸食鴉片對身心危害甚劇。不僅如此，聽栗花

的廣泛種植﹒也劣化餓拜遍地的悲劇。然而，中國社會對鴉片的

需求量有增無減。一方面醫療條件落後，缺乏足夠的戒毒所;同

時，也因醫療條件的限制，吸食鴉片的「減低病痛」效果，更是

廣受社會各階層歡迎。在富裕人家，鴉片成為社交場合的必備之

物，就如同酒作為「應酬品」一樣。作為一種麻醉藥物，沈迷其

中「玩弄」、「消遣」者更不知凡幾。正因為鴉片供需量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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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甚至有法團組織出現。如 1922 年成立的「漢口特業公

會」、 1930 年的「漢口特業清理會」、 1927 年福州的「藥品商客

友公會」、 1928 年的「熱膏同業會」等。他們不僅在業界內形成

壟斷，更肩負與政府談判稅務問題的責任一尤其是後者日益仰賴

鴉片特稅，並滋生貪污問題，更是如此。此外，幫會徒眾也另外

組成非專業的社會團體。例如，在華北的農村. r 煙鬼」便是僅

次於土匪和散兵游勇的社會亂諒。

當然，還有許多社會團體基於倫理道德、社會經濟的觀點，

反對作為「煙賭娟」三大惡之一的鴉片。 Slack 認為，民初時代最

早挺身反毒的團體是西方教會。他們透過國際聯盟、國際反鴉片

協會 (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等管道，向北京政府

施壓訂立法規。然而. 1924 年，以上海基督教界為主幹，聯合中

華教育促進會、基督教全國青年會、上海總商會等數十餘團體組

成的「中華國民拒毒會」﹒相當具有活動力。他們積極刊行宣傳

品、書報雜誌，如{拒毒月刊}、{中閩煙害年鑑}、英文季刊

Opium , A World Problem 等，並積極策劃社會運動。直到 1937 年

被迫終止會務前，中華國民拒毒會是中國國內最主要的反毒社會

團體。

(三)軍閥當權時代的國民黨鴉片政策. 1924~1928

如果毛澤東所謂「槍桿子出政權J 是民初軍閥政治的最佳

寫照，鴉片正是槍桿子背後曹遍的財源。以孫中山為例. 1912

年，作為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孫中山，頒佈(禁鴉片煙令) .並呼

籲英國在 1917 年前終止出口印度聽片。然而，到了 1924 年，孫

氏已承認鴉片氾濫主要是中國內部問題所致。同時，由於廣州|政

府財政困難. 1924 年的(禁煙條例) .實際上亦成為廣東政權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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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專賣、「特稅」政策的工具。

1925 年，孫中山逝世，留下對國民黨影響深遠，卻還不能行

的〈禁毒遺訓 I )。然而，國民黨政權急於開拓財源的需求並未緩

解。 1925-26 年間，宋子文一系列的財政改革，有相當的部分著

墨在鴉片專賣。可以說，「;寓禁於徵」之流於形式，已經十分明

顯了。 192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一路勢破如竹。惟 Slack 指

出，依照 1927 年中華國民拒毒會所刊報告，國民革命軍所到之

處，舉栗的栽種不減反增。這說明了在武漢，國民黨急於掌控

「特稅」財誨，在南京，更於財政部下設置「違禁物品查禁處」

(後改組為上海禁煙局) ，掌理相闋的稅發措施。

由於「禁煙」名義上仍是國民黨當局的既定政策，因此，國

民政府頒佈一系列的命令，逐期遞減鴉片煙產量、禁造煙具，設

置戒煙院等措施。然而， Slack 並不認為國民政府有決心創除鴉

片，並放棄鴉片特稅。南京政府對外宣稱鶴片栽種﹒全是「藥

用」所需，實質上掩蓋的是鴉片專賣制度的建立。

(四)南京對鴉片 E宜貨遭抨擊的固膺， 1924~1937

自 1927 年始 r 中華國民拒毒會 J (以黃炎培等人為首)和

南京政府長期接觸，希望政府儘早揚棄「寓禁於徵 J 改採「絕

對禁煙」的政策。對國民黨政府而言，不僅孫總理〈禁毒遺訓〉

言猶在耳 r禁毒」一事，更是攸關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國民

政府特設「禁煙委員會 J 並和中華國民拒毒會合作，採取不少

雷厲風行的反毒政策。如公布(禁煙法〉規定栽種、製造、販

賣、輸送、吸食毒品者，按刑法治罪，公諸員犯以上諸罪者，依

刑期法最高之刑處斷。同時，宣稱將依序裁撤各地禁煙局。然

而，雙方的合作蜜月期很快便遭邊考驗。 1928 年爆發的江安號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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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運毒案、 1929 年的駐舊金山副領事高瑛販毒案，都顯示有國府

高官和軍方的涉入 e 到了 1930 年代，南京政府又放出重回「寓禁

於徵」政策的風向球﹒這些情況，無不刺激國民黨政府與中華國

民拒毒會的關係趨於緊張﹒

不過， 1931 年國民黨仍通過了(總理遺訓禁絕鴉片案) ，宣

誓反毒決心未變。然而，並未減低國府和黃炎培等人的緊張關

係。到了 1932 年以降，蔣介石發動一系列的剿共戰役，由於軍費

浩繁，南京政府又感到鴉片特稅不可缺少。於是，蔣氏採取 系

列步驟，加速國民黨鴉片專賣政策的軍事化。 1935 年 4 月，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公佈(禁毒實施辦法〉與(禁煙實施辦法) ，宣

布實施「兩年禁毒、六年禁煙 J 計章。 6 月，裁撤國民政府禁煙委

員會，改在軍事委員會下，由委員長蔣介石自任禁煙總監。至

此，蔣介石已決定親自掌握各地鴉片專賣的體制。

「六年禁煙計畫 J 可以說和剿共戰役、「新生活運動」罔

步進行﹒國民黨在各地發動相關活動，如「肅清煙賭姐三曹運

動」、「肅清煙賭娟聯合宣傳大會」、「首都肅清煙毒委員

會 J 並設置「絕對禁煙區域」。蔣介石宣稱將逐步禁絕嬰栗的

耕種、限制鴉片煙具的製造。南京政府的諸多措施，甚至贏得國

際聯盟的肯定。然而， Slack 認為國民黨絕未下定決心虛 j除鴉片，

在樓面下鴉片特稅仍是南京當局不顧放棄的財囂。這一點，可由

蔣介石以青幫頭目杜月笙出掌上海禁煙委員會可知。在後人看

來，由上海最大的毒層出掌「禁煙 J 不免十分矛盾。實際上，

這是蔣氏為了牢牢掌握鴉片運銷網路所做的安排。從此，中華國

民拒毒會只能獨自反抗南京「寓禁於徵 J 的政策。到了 1937 年，

黃炎培等人終於被迫接受政府改組，結束 10 餘年來的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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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民黨鴉片政賞的現實因素

事實上，國民黨政權不能創除鴉片，有其結構性因素。如前

所述，煙毒橫行與政局動盪、國家分裂有絕對的關係。然而，

1926 年國民革命軍之北伐，也未給國家帶來實質上的統一，各地

軍閥不過形式上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已。因此，民初軍閥與

販毒經濟的關係'至此未有根本的改變。地方當局仍舊仰賴鴉片

特稅，而南京中央則謀求奪取各地的鴉片專賣權。

以 1929 年的「清理兩湖特稅處」為例，名義上以三月為期漸

禁鴉片，實則一再推遲期限。國府不顧輿論，仍先後在各地添設

特稅局，強化鴉片專賣的統制。 1935 年，蔣介石自任禁煙總監，

更顯示出鶴片特稅對南京政權有軍事和財政上的重要性。透過專

賣聽片的故益，不僅政府軍費有所著落;更可能採取另闢搗片運

銷路線的方式，對地方派系(如桂系、雲南軍閥)的財源、施以益

底抽薪之策。在各方一來 往之間，形成了 Slack 所謂的「鴉片政

治 J (poppy politics) 。同時，在鴉片專賣的軍事化管制下，蔣介

石更能處理相關的走私、貪污問題，以確保目下「國家重要之飾

源」。不僅如此，隨著剿共戰事進行，1933 年成立的「豫那院積

四省農民銀行J (1935 年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J ) ，名義上是

為了「剿匪省分」日後的復員，實質上它與鴉片特稅的業務闕係

甚深。 Slack 認為，農民銀行的經營運作，實際上便是民國時代軍

閥財政體系的縮影。

此外，受到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局勢的法及，以及日本對華的

侵略，使國民政府的財政雪上加霜。蔣介石的對策，仍舊包含增

設各地「禁煙局 J 0 1937 年，國府官員曾向美國外交官承認「將

近一半的鴉片受益是作為地方省分的津貼，其餘則是委員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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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軍費」。總而言之 r禁煙」一詞，實際上反映的是國民政府

面對政治、財政困難時所採取的發實手段。

無庸置疑的，在南京政府獲得鴉片收益的同時，也未放棄禁

絕聽片的「政策」。在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夕，國民政府的作

為似乎得到 定成果，甚至贏得海內外部分輿論的贊同(但 Slack

亦認為數據浮報的成分甚大)。然而，隨著日軍加緊侵略腳步，

不僅大量出口毒品至中國，更在淪陷區實施毒化政策，使得煙毒

問題又日益惡化。同時，遷移到重慶的國民政府，亦信誓旦旦絕

不中止「禁煙六年計畫 J (惟蔣介石已在 1938 年辭去禁煙總監一

職，將特稅相關業務移交財政部)。然而， Slack 指出，戰爭期間

國共兩黨軍隊都曾靠鶴片收益維生。 6而這一類鴉片氾濫的情景，

遲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透過更雷厲風行的手段、以

及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方告解決。只不過，鴉片並非從此消失在

中國的歷史舞台上。冷戰期間，中國甚至對國外輸出鴉片(當

然，圍內絕對禁食) ;到了後毛澤東時代，毒品又重新成為中國

的社會問題。當然，後者反映的是不同歷史意義，相關議題也還

有討論的空間。

三、結合評論

關於南京政府鶴片政策的評價，曾有學者認為 戰前十年國

府禁煙政策歷經「寓禁於徵 r 斷禁」和「漸禁」三個階段的

演變，逐步取得階段性成果。而北洋軍閥時期扼制了煙毒氾濫的

命鬧~.共黨的眼毒問題，學界認識更 l' 0 幢仍可事 ~f" ，j:.脅， (虹太陽下的單單

1已 喝片寶島與延安棋式) • I 斬史學 l . 1:4 (壘北， 199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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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7然而， Slack 認為，不管南京政府揭示什麼樣的鴉片政策，

實質上仍十分依賴鴉片特稅。在馬克斯主義史觀影響下，過去西

方學界過份強調「江漸財閥」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柱8 ，反而忽視

鴉片「特稅」亦是民國政府的重要財源。而晚近的學者大多同

意，國民黨絕非一個「資產階級政黨J .如齊錫生認為，戰前的

國民黨領導階層，與其說屬於黨政首腦、資產階級、法西斯組

織，無寧說構力旁落在各個軍方實力激9 .而正如 Slack 所指出

的，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各路軍隊﹒常賴販毒收益以維生(包括共

產黨)。這一類情況，即使在 1950 年代後也未完全消失。 1949

年，國軍殘部撤退至緬甸，成為「淇緬邊區游擊隊」。而他們除

了依靠台灣方面及美國「西方公司」杯水車薪的支持外，主要使

靠販賣金三角地帶所產的鴉片維生。\0

因此，鴉片與中華民國歷史的關係'恐怕超乎今人想像。如

雲南部隊素有「三隻槍部隊J (步槍、鴉片檔、水煙槍)的稱

號。據說善戰的部隊，反而是抽煙較多的部隊a 原因是鴉片能夠

克制士兵的心神。若是煙癮發作，士兵更得死命作戰，否則戰敗

便只有死路一途(大致而言，基於經濟因素，士兵平日「只吞煙

7 具永咽， <抗戰前十年南京團民政庸的禁煙草串吐量〉﹒{東方齒壇}

2002:03 (山東， 2002) .頁 29-35 0

8 制見 Coble， Park M 苦，畢靜儀擇， {正湖財聞輿團氏且肩。 1927-1937 年}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俗tGoν'ernment， 1927-1937) (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7 )

9 Chi, His-she呵，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i/a可 Dφa/s and Political Col/，中'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凹ity ofMichigan Pre間， 1982), pp. 213-240
10 段承息， (從口述歷史中講緬邊區搏擊隊與唱片、馬幫之關偉(1950

196»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聾刊) • 36 (壘北. 2004.7) .頁 285-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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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子 J 煙量不若上層社會重) • 11正因醫療條件落後，加上政局

動盪、戰事頻繁，才加速鴉片流行。不過，鴉片由日常「應酬

晶」、「藥品」轉變成社會大眾提伐的對象，本是一個歷史進

程。特別在中國，還包含讀厚的「反帝國主義 J 符號意義。雖然

Slack 堅稱蔣介石的禁煙只是一種「侮裝 J 但在客觀上，蔣氏也

助長了社會上反毒的共同意識。在中日戰爭期間，蔣氏更認為:

「要貫徹抗戰必勝的目的，非全民一致力行精神總動員不可，澈

底肅清煙毒，尤其是精神總動員中一樁最重大的項目 J • 12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為鴉片添上新的意義。1952 年，中

共華東局宣傳部、華東公安部針對上海煙毒問題，強調:r毒品

流傳到那裡'那裡就成為舊社會殘留的壞思想、壞習慣、壞風氣

的藏污納垢之所，而殘存的反革命份子，又往往利用這些死角來

進行其陰謀破壞的各項行動。開展禁毒運動，即可進一步肅清帝

國主義和舊社會留下來的一切污毒及杜絕壞份子可以利用的機

會」 13 。總而言之， 1930 年代以降，隨著中國國族主義高漲 r 鴉

片」也是國族話語未曾遺漏的目標。不論是國共兩黨，雖皆因

「權宜之計」涉入鴉片買賣，但並末自外於建構反毒論述的潮

流。 Slack 敏銳注意到國民黨鴉片政策的財政背景，卻對上述問題

疏於留意。

不僅如此，國民黨政權內部政策不一，甚至互相抵觸;再加

11 張朋團訪問，鄧麗梅妃蟬，(龍繩武先生訪問記錄>(查北 中研院近代史時

究所， 1991 ) ，頁 96-97 。

12 幸幸做蝠， (克總且 將企思想言論總聾> (壹北，中國國民黨中央要員會黨

史要員會， 1984) ，~年 31 ' (書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禁煙百年紀是

詞) ，頁 57-58 。

的〈上海解放初期的禁毒運動(下) ) , (檔案與史學> ' 1999:4 (上海，

1999) ，頁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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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派系、地方勢力裂土為主，黨國機器難以深入下層貫徹鴉片政

策。 Slack 雖注意到各省當局和南京中央的對立，卻對國民黨相關

政策形塑過程中的矛盾描述不清。至少，何者係屬「權宜之

計」、最高國策，仍有爭論的空間。此外，作者將吸食鴉片的

「儀式J 同儒家之「禮」聯繫(頁 34-35) .論述似嫌不妥。又﹒

書尾索引將「種煙牌照稅」誤值為「重煙牌照稅J 未來再版時

似可修正。但整體看來. Slack 著有其一定貢獻，頗值得我們參

考。

(責任編輯.林益德校對:黃于庭、劉世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