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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步調 ,帶動學者們探索 「中國近 、現代

化歷程」的學術趨勢 。長期以來普遍被視為揭開近代中國變局序幕的 「鴉片戰

爭」 (UpiumW缸 ,lB39-l肛 2),便在這股鑑往知來 、放眼世界的時代氣氛中 ,

首當其衝地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的振奮 ,亦連帶激

盪起 「鴉片戰爭與香港割讓」的研究潮流 ,相關的學術論著如雨後春筍般地應

時而生 ,成果斐然 。
I最

近五年大陸學界問世的兩部較具代表性的著作 ,一部為

*感謝張銓津 、張凌勳學長 、歐素瑛同學的資料提供以及陳君愷 、鄭永昌學長的精神鼓勵 。
l此

學術脈動與研究概況 ,參閱與書鋒 、謝維 、孫燕京 ,〈 建國三十五年來鴉片戰爭史研究綜述〉 ,

《近代史研究》 ,19肛 年 3期 ,頁 ∥8-l皕 ;孫燕京 ,〈 近五年鴉片戰爭史研究述評〉 ,《近代史

研究》 ,1991年 1期 ,頁 13｝∥2;牟安世 ,〈 鴉片戰爭研究四十年〉 ,《歷史教學》 ,1991年 ,

第 4期 ,頁 留-” 。特別是蕭致治主編的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

社 ,19竻 年 )一書 ,有相當詳細的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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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茅海建撰述的 《天朝的崩潰 :鴉片戰爭再研

究》 ,一九九五年四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該書以環繞 「琦善賣國」的問題

情境為開場 ,根據史料時序及取材內容 ,批判往昔涉及鴉片戰爭史的一些基本

論點 ,藉此作為 「再研究」的出發點 ,提示讀者重新思考這場戰爭的歷史意

義 ,寓意良深 。
2除此之外 ,由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蕭致治主編的 《鴉片戰爭

史 :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經福州福建

人民出版社發行 。此書以鴉片戰爭對傳統中國所造成的空前影響為核心 ,從西

力東漸與社會變遷的角度披露這場戰爭的前因後果 ,發人深省 。大致說來 ,茅

著長於辯析 ,傾向於夾議論理 ;蕭著詳於敘事 ,著力在呈顯史實 ,二書互有偏

重 ,也各擅勝場 。若就整體性地呈現鴉片戰爭的多元影響層面而言 ,全書約六

十六萬餘言的 《鴉片戰爭史》在這些部分的貢獻 ,尤其顯著 。

本書主編蕭致治長期投注鴉片戰爭史的專題研究 ,曾陸續參與相關資料的

整理及中外論著的編譯工作 ,俾提供學術界適當且有效的研究導引 。
3《

鴉片戰

爭史 :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乃作者紮根於經年累積的基礎

工作上 ,旁徵博引復加精益求精所成就的學術作品 。全書係採集體合撰的方

式 ,計分十三章 ,主編蕭致治負責該書第五章的撰寫 ,武漢市國有資產局黨組

書記兼局長楊衛東執筆第一 、三 、四章 ,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增紘撰述

第二 、十

一

十二 、十三章 ,第六 、七 、八 、九 、十一章則由武漢大學歷史系副

教授李少軍擔綱 。全書最後再經蕭致治綜理脈絡 、增補刪削 。這部篇幅浩繁的

2相
關的書評參閱若涵 ,〈 重新評價鴉片戰爭——誼茅海建著 《天朝的崩潰》〉 ,《開放雜誌》 ,第

lU5期 ,1995年 9月 ,頁 9U-91;周維明 ,〈 評茅海建著 <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 ,

《近代史學會通訊》 ,第 3期 ,民國跖年4月 ,頁 “-99。

3舉
要如其與楊衛東合編 《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跖 年),與姚薇

元等合著 《鴉片戰爭研究》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87年 ),主持張馨保 (1922-1%∫ )

a田加鈕切σ已方羽′曲 6羽田 物 一書的翻譯工作 (中譯本 《林欽差與鴉片戰爭》 ,福州 :福建人

民出版社 ,19S9年 ),編譯 《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上冊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S9

年),以及主編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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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史著作從研擬計劃 、發凡起例 、廣搜史料到定稿出書 ,自 一九八二年

起歷經十三年辛勤耕耘的歲月 ,才算大功告成 。
4本

書編撰者的慎重其事 、用力

至深 ,由此可見一斑 。

本書副題標榜 「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 ,主編蕭致治在

前言中特別申明鴉片戰爭所導致的中國社會大變革 ,有異於夏代初年從原始社

會過渡到奴隸社會以及春秋戰國時代從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兩次內部變

革 ,清代中後期緣於歐洲外來勢力的震盪 ,促成傳統中國淪為 「資本帝國主義

和封建主義雙重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頁 3),「 不但使中華民族遭

到了空前的民族浩劫 ,而且使全國人民受盡了折磨」 (頁 4)。 全書以此論點

作為根本主軸 ,貫徹各章節的架構及其論證 ,整體內容大致涵括了四個部份 :

首先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外關係 (第一至五章 ),其次為戰爭的過程 (第六至九

章 ),再者分析中國戰敗的緣由及其反省 (第十章 ),最終綜述戰後的影響

(第十一至十三章 )。 以下依序就前舉的四項主題 ,概敘各章的主要論述 。

第一章起作者說明十六至十八世紀葡萄牙 、西班牙 、荷蘭與法國 、普魯

士 、瑞典 、丹麥 、奧地利 、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東南海域接踵而來

的通商與殖民活動 ,同時也陳述了來自北方陸路的沙俄對於中國東北的鯨吞蠶

食 :鴉片戰爭前的中外關係呈現彼長我消的情況 ,一方面顯示西方國家殖民政

策的迅速擴張 ,另一方面 ,則反映出大清帝國積重難返的頹勢 。緊接著第二章

作者從社會經濟的衰退 、官僚政治的腐敗 、中外交往的限制 ｛滿漢族群的歧

視 、軍紀武備的廢弛 、思想輿論的控制以及漸趨激化的階級矛盾 ,閩述十八世

紀後期每況愈下的清王朝遭遇到的種種內部危機 。中國的腐化 、凋零逐漸暴露

在西方列強的面前 ,秉持重商主義的大英帝國於是乘虛而入 ,致力開闢中國市

場 ,在東南洽海地區推動鴉片貿易以牟取暴利 ,擴張他們在太平洋海域的勢力

範圍 。第三 、四 、五章裡作者相對就英國殖民者的商貿企圖 、英國政府策動戰

爭的預謀與清廷嚴禁鴉片的政策考量 ,探討中英之間糾結於鴉片走私貿易及其

合法化的問題 ,所引發日益高漲的利害矛盾 ,使得兩國的武力衝突終究難以避

4以
上所述據本書蕭致治前言 ,頁 σ8。



史耘 第五期

免 。

第六章至第九章的論述重心 ,集中在
一

八四○年六月英軍封鎖廣東海面與

珠江海口 ,也就是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之後 ,中英兩國的交戰過程與帝國各地群

眾的武裝抗英行為 。初期英軍攻陷定海 ,接連北上 ,進逼閩浙洽海城鎮 。清政

府的態度則徘徊於妥協與抵抗之間 ,從原先的漠視 、斷絕貿易到其後增強海防

戒備或訴諸於休戰協議 ,一連串的協調應對措施 ,換來的卻是別有用心的侵略

者諸般的貪得無厭 ,尤其圍繞於香港的 「領土問題逐漸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

(頁 3巧 )。 一八四一年一月間英方因談判未遂 ,乃以武力強行攻佔香港 ,道

光皇帝立刻下詔宣戰 ,化被動讓步為主動出擊 ,「 對英方針變
“
撫

”
為

“
剿

”
」 (頁 ”1)。 這時英軍為求 「先發制人」 (頁 399),陸續進犯珠江流

域各扼塞 ,清廷正規軍隊節節敗退 。英軍隨即於一八四一年後期至一八四二年

前半擴大戰爭 ,積極將戰火蔓延至閩浙郡縣與西南邊區 ,其間分別遭遇廣東三

元里 、浙江 、臺灣和西藏軍民的強烈抵抗 。一八四二年五月起英軍主力進犯長

江下游 ,連陷吳淞 、上海及鎮江 ,截斷大運河糧道 。八月江寧 (南京 )的 「城

下之盟」 (頁 93),宣告清廷的投降與戰爭的結束 。

為何一個人口眾多 、兵源充足的東方大國 ,卻敗給遠渡重洋而來 、兵力數

量相對短絀的西方國家 ?在第十章裡 ,作者一方面比較中英各自的作戰能力與

彼此的戰略方針 ,一方面分析傳統社會制度和民族歧視政策對於戰爭的影響 ,

通盤檢討清廷屢戰屢敗的原因 。作者條分縷析當中的關鍵時指出 :英國軍隊的

訓練有素 、裝備精良 ,配合上情報工作 、後勤供應 、指揮調度的機動優勢以至

循序漸進的戰略目標 (頁 5S3、 ”2),克服了他們在數量上的先天不足 ,更自

行創造出最終致勝的有利條件 。相形之下 ,天朝上國的虛驕心態 ,「 清朝統治

的腐敗與中國社會的落後」 (頁 6U5),整體削弱了軍事動員的能力與官兵作

戰的士氣 ,構成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致命傷 。

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既深且廣 。中國戰敗的代價 ,首要承受 「近代第

一批不平等條約」的壓迫 。第十一章作者陳述中英 《江寧條約》及 《虎門條

約》簽訂之後 ,清廷也讓其他列強分享 「一視同仁」的優待 ,直接破壞中國的

領土主權與經貿利權 ,突顯出戰後中國對外交涉的窘態 。內憂外患 、紛至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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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張情勢 ,造就了傳統中國前所未有的困境 。作者在第十二章具體從東南五

口的鉅變 、外國經濟的侵略 、自然經濟的解體 、封建剝削的加重與反抗運動的

高漲等五個方面 ,剖析戰後中國醞釀而生的各種社會變動 。最後在第十三章

裡 ,作者開宗明義指出 :「 鴉片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走向 ,而且使中國

的思想和文化也開始發生巨大變化 ;深刻的社會危機和嚴重的民族危機 ,促使

中國思想出現了一股面向世界的潮流」 (頁 733)。 全文閩述鴉片戰爭前後有

志之士革新內政 、通經致用的濟世主張和其學習西方長技的制敵思想 ,進一步

探討這時期禁煙及反侵略文學的內涵 、邊疆與世界史地學的演進以及一般群眾

的排外言論 ,具體呈顯晚清西力衝擊下的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操 。

本書屬於群策群力的集體創作 ,通篇首尾連貫 ,一氣呵成 ,論證上清晰周

延 ,敘事上層序分明 。綜觀全書有幾項值得稱述的特點 ,首先 ,作者能採宏觀

的視野 ,從世界看中國 ;以微觀的角度 ,由中國看世界 ,具體實踐其先前所提

倡的 「把鴉片戰爭放在中國史和世界史的總體上來研究」
5的理念 。舉凡作者在

書中嘗試將鴉片戰爭置於十八 、十九世紀西方殖民帝國擴張史的脈絡 ,考察這

場戰爭在世界史上的特殊地位 ,力求 「突破以往把鴉片戰爭單純作為一個歷史

事件來研究的侷限」 (前言 ,頁 5),進而認為 「要真正弄清戰爭的原因和性

質 ,必須弄清當時世界發展大勢和英國的經濟狀況 ,以及與英國經濟發展相伴

隨的侵略擴張政策和侵略活動」 ;「 鴉片戰爭 ,歸根到底是英國侵略擴張政策

的產物」 (頁 221)。 基於中國社會脈動與國際政經情勢聲息相通的觀點 ,鴉

片戰爭不僅只近代中國的頓挫 ,亦為數千年來傳統社會的一大變革 ,更是世界

歷史的重要轉折 。《鴉片戰爭史 :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在

研究方法上所具備的此種特色 ,誠如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章開沅教授於序中言

簡意賅地指出其 「從縱向而言是把鴉片戰爭放在中國 4UUU多年歷史長河中作連

貫性動態研究 ,從橫向而言則是把鴉片戰爭放在當時世界環境和中國社會歷史

‘
蕭致治主編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 ,頁 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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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體中間作不同層面的剖析研究 ,而總起來說就是在
“
通

”
字上下功夫」

(頁 l)。 本書兼顧貫時性的分析與共時性的比較 ,多元化地呈現鴉片戰爭的

錯綜複雜度 ,整體衡量戰爭前後政治 、外交 、經濟 、社會 、軍事 、科技 、心理

和思想文化各層面的互動關聯 ,可說是近年來鴉片戰爭史學界難能可貴的通論

性佳作 。

內容綜覽全局 、包羅萬象 ,為本書一項顯而易見的優點 。作者除了詳細說

明中英兩國的戰略方針與大小戰役的勝負經過 ,各章節對史實的解釋及史論的

評析之中 ,也觸及了長期以來中外學界有關鴉片戰爭研究的重要議題 ,舉要如

鴉片戰前清廷海禁措施與朝貢制度的施行 、中英商貿關係的建立 、英國侵華政

策的形成 、鴉片貿易的利害問題 、清朝統治階層的禁煙態度 、戰爭發生的關鍵

因素 、中英軍事力量的強弱對比 、道光皇帝的應對措施 、主戰派與主和派的聲

勢消長 、各地群眾的抗英行為 、中國戰敗的前因後果 、戰爭的性質 、不平等條

約的影響 、中國紳民的排外運動 ,以及牽涉其中主要人物的歷史評價 ,不乏作

者精闢獨到的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條舉的各項議題 ,大多已在蕭致治 、

許增紘等人撰稿的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 (19竻 )第二編 〈有關重大

問題研究概況〉、第三編 〈林則徐研究述評 〉與第四編 〈有關人物研究概況 〉

獲得回顧與反省 。嗶 術研究貴能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在前人的問題意識及論

證基礎上 ,作者進一步博採眾長以求深化鴉片戰爭的研究內涵 ,落實在全書的

史料運用方面 ,其能廣泛參酌歷來中 、日 、英 、美 、法等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與

翻譯論著 ,並且用心搜羅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道光朝檔案 、中英交涉文書和

英國公私藏檔案等有關文獻 (前言 ,頁 6),大量徵引最近二十年幾種卷帙浩

繁的原始資料集 ,包括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 (修

訂本 ,1978)、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等編 《鴉片戰爭在閩台史料選編 》

(19胞 )、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 《鴉片戰爭史料選譯》 (19S3)暨 《鴉片戰爭

與林則徐資料選譯》 (19跖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

(199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 《鴉片戰爭在舟山史料選輯》 (19夗 )、

‘
蕭致治主編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 ,頁 兒-η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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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濱譯 《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 (1993),配合晚清士大夫的海防

史地專著 、書信 、日記 、筆記和詩文別集 ,以及戰爭前後英方當事者和目擊者

的回憶記錄 。作者致力將 「研究工作建立在可靠的資料基礎上」 (前言 ,頁

6),使得全書取材豐富 ,舉證充分 ,在份量上遠超過往昔的同類著作 。
7

然而美中不足之處 ,作為一部學術論著 ,書中轉引英國國會文書 (Bri曲h

Parliamenta,Papers)、 英國外交部檔案 (FUreignUmceArchiVeS)、 怡和洋行檔

案 (Jardine,MathesUn&CU.Archives)、 《中國叢報》 (C㏑neseRepUsitoη )等

部分原始史料的情況 ,稍嫌頻繁 。此外 ,英國國家檔案局 (PublicR㏄ Urd

UⅢce)所收藏的 F.U.17、 F.U.笓 8、 Γ.U.“2等乃有關鴉片戰爭的重要未刊文獻

8,本
書未能妥加利用這批效度極高的資料進行中西方觀點的比對 ,或藉以從事

史料的考訂與史實的辨誤 ,其實是相當可惜的 。

除了史料運用的些許缺撼 ,全書的觀點也有部分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們知

道 ,三大變革說的理論模式 ,不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的界

定 ,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說為其衡量的機制 ,此係大陸學者普遍慣用的詮釋

架構 。蕭致治在前言中強調他們 「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觀點和方法 ,翔

實考察鴉片戰爭的全過程 ,把它作為一次社會大變革來研究 ,把它放在中國歷

史發展的長河中來加以衡量 ,把它置於世界歷史發展的大範圍內來進行探討 ,

以求揭示真相 ,探索規律 ,評論是非 ,指明影響」 (頁 4-5)。 一般說來 ,史

觀多少有助於研究者發掘與解讀史料 ,但假若生搬硬套太過 ,終不免在史實的

陳述或人物的論斷上有失偏頗 ,甚至流於削足適履 、「以論代史」的弊端 。例

如書中刻意形塑反映廣大人民意願的主戰派言論的合理性 ,批判代表封建上層

階級利益的清朝統治者的和解措施與投降念頭 ,將數場戰役的失利歸咎於妥協

派的失策 ,以致讓英國資本主義者的侵略得寸進尺 (頁 4“-465,們9-497,5併 -

551)。 作者秉持℉事後諸葛」式的後見之明 ,審視當事者的歷史功過 ,未能多

?參
閱本書陳錫祺序 ,頁 γ5。

8參
閱黃宇和 ,《兩次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讓 :史實和史料》 (台北 :國史館 ,民國 S9年 ),頁 芻-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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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和派的特殊處境寄予同情的瞭解 。
’又如其解說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爆發

後 ,「 清政府為鎮壓太平軍加緊了對農民的榨取 」 ,導致社會階級的矛盾對

立 ;形成農民反封建的激烈鬥爭 (頁 砲4-砲5)石 持平而論 ,難道太平天國的起

事就不曾壓榨人民 ?m書中諸如此類的論述 ,不繁備舉 。基本上 ,我們並不完

全否認農民起義的說法有其
一

定程度的解釋力 ,但卻頗難贊同以決定論的觀

點 ,採取經濟的 、階級的唯物史觀 ,籠統地闡述環繞於鴉片戰爭之千頭萬緒的

歷史問題 。如果不倚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能揭示真相 、解釋史實 ,又何必自

我侷限在意識形態的窠臼中 ?

四

自美籍華裔學者張馨保 a回磁如”σ 五力羽σ山θtV田 昒 (Camb㎡dge,

Mass.:HaⅣardUnⅣ ersityPress)於 一九六四年間世起 ,為鴉片戰爭史的研究立下

了空谷足音般的模範 。後來的研究者重新審度張氏觀點的過程中 ,逐漸拓展出

「世界整體觀」的對話空間 ,著重從中國內部與西力擴張的互動關係來探討這

場戰爭的前因後果 。
Ⅱ《鴉片戰爭史 :中 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

究》的論述取向 ,大抵可視為這股學術思潮籠罩下的產物 ;其實質的學術貢

獻 ,頗足以代表二十世紀末的大陸史學界立足中國 、放眼世界的一大成果 。總

而言之 ,這是一部頗具世界性眼光 、整體性觀點的鴉片戰爭史專著 ,若能選擇

性地過濾掉其中某些意識形態的羈絆 ,本書實有助於我們從多元的角度透視鴉

片戰爭的劃時代意義 ,據以認知中國近現代化的起落浮沉乃至近代中國變局的

歷史曲折 。

’
此處附帶一提 ,茅海建針對主和派的功過評價所進行的歷史考察 ,顯示時局世愛的影咎往往轉換對

人物評價的著眼點 ,值得我們深思 。見 《天朝的崩潰 :鴉片戰爭再研究》 ,頁 l-竻 。
m參

閱郭廷以 ,〈 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收入氏著 《近代中國的變局》 (台北 :聯經出版公司 ,民

國%年 ) ,頁 lU9-l舛 。
Ⅱ
安樂博 ,〈 哈佛學派在鴉片戰爭史研究中的模式及近年所受到的挑戰〉 ,《清史研究通訊》 ,19田

年 ,第 2期 ,頁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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