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蔣介石訪蘇與對蘇聯的認識

鄭 虫∩兄 一

一九二三年秋 ,以 蔣介石為田長的孫逸仙#士訪問田 ,去蘇聯考

察蘇赫的黨政軍各種制度 ,並會見蘇聯領事人物 。蔣介石原有反俄情

緒 ,這從沙俄時代以來的反帝國主義感情 。由於當時許多中國知識份

子對一九一七年 「十月革命」之後所誕生的蘇聯感到好奇 ,因 而投入

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研究 。後來蔣介石奉孫 中山之命令前往蘇聯親 自

經驗蘇聯的制度和組織 ,並尋求蘇聯的軍事援助 。而滯留在蘇聯的三

個月期間 ,蔣介石發現共產主義國家蘇聯 ,與以前的帝國主義國家沙

俄一樣 ,於是其反蘇反共思想反而鞏固 。

田健詞 :訪蘇 反蘇反共

一 、前
一
口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 ,蘇聯政府關心東方事務 ,則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 ,

宣布無條件廢止沙俄時代蘇聯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和利益 。當時歐美國家的利己主

義行為使中國知識份子感到失望的時候 ,蘇聯發表對華宣言 ,令中國知識份子對

蘇俄和共產主義產生好感 。一九二○年蘇聯遠東局派的魏金斯基 (GregUry

VUitinsky)以新聞記者身分抵華 ,籌組中國共產黨 ,從此展開了中國知識份子與共

產國際的接觸 。之前他們所認識的共產主義只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所引進的外來主

義思想之一 ,亦是推翻帝國主義列強國家蘇俄的新革命思想 。當許多中國知識份

. 
垂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 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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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對蘇俄和共產主義的關心日益增加時 ,蔣介石亦不例外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

二一年間 ,他閱讚不少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書籍 ,並多次發表了相關文章 ,但其

文章幾乎批判共產主義 。

我們透過對於蔣介石一生的觀察發現 ,蔣氏是一位徹底的反共主義者 。他從

何時開始成為反共主義者 ?如前所述 ,他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發表文章

批評共產主義 ,他的反共思想是否從此時起業已根深蒂固 ?他的反共態度在抗戰

期間最為明顯 ,但一九二○年代蔣介石的種種演講和文件也證明他具有反共抗俄

傾向 ,如此態度於是延續了下來 ,成為抗戰時期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成為蔣介

石的反共思想 。因此 ,我們大略得知蔣介石原本即已形成的反共思想是歷經一九

二○年代而獲得具體化。那麼我們不得不追索蔣介石認識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管道 。

如前所述 ,蔣介石透過新文化運動所認識的共產主義 ,是理論上的知識 ,而

非親自體驗的共產主義 。他初次體驗共產主義是奉孫中山之命遠赴蘇聯考察的一

九二三年 。此一行程是否影響他對共產主義的看法 ,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 ,我

們試圖以蔣介石的訪蘇期間為主題觀察他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 。

二 、訪蘇以前對蘇聯的認識與訪蘇之法定

蔣介石對沙俄的看法如何 ?他在 《軍聲雜誌》發刊詞中說 :

巴拿馬運河開 ,而 東西之海防益加設備 ,西伯利亞鐵路通 ,而 歐亞之陸

防愈嚴其守禦 。各國抱殖民政策 ,而 以權利為主姓 ,以 道使為問牒 ,以

貿易為先鋒 .以 兵力為後盾 ,二十世紀以後 ,太平洋沿岸成為各國馳豬

角逐之場 。若英若美若俄三雄鼎峙 ,旗鼓相當 。法人懷蹴踏全球之想 ,

對於亞洲大陸 ,風馳電掣 ,捷足爭先 。
l

晚清以來 ,中國成為各國列強角逐之舞台 ,蔣介石將蘇聯視為等同於英美等的列

強之一 。亦即自清初以來中蘇兩國一直保持交流 ,其接觸程度和歷史之深遠勝於

l 
李國祁 ,《 民國史論朱》(台 北 :南 天書局 ,199U年 》 頁329;蔣 中正 ,《 自反錄》卷 5,

(出 版地 、出版者不詳 ),〈 序跋類〉,頁 留 上挖6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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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國家 ,但沙俄對中國領土的野心未曾不斷 ,特別是蒙古與東北 。所以蔣介石

視蘇聯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同時也是首要的對象 。
2他

主張運用外交手段 ,聯合

與有蘇聯利益衝突的英德義美奧等國家 ,制止蘇俄擴張 ,甚至認為在南滿方面給

日本一些讓步 ,動員兵力對付蘇聯 。
s一

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俄政府 ,蔣

介石仍將沙俄與蘇聯一視同仁 ,一直維持 「反俄」感情 。由於有資料上的限制 ,

我們難以確知蔣介石的反感 ,是針對蘇聯一個國家 ,還是針對共產主義 ,但是大

致推測其 「反俄」感情與抗戰時期的 「反共」情緒 ,有一段距離 。

一九┬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 ,列寧與蘇聯政府進行世界革命的同時受到英 、

美 、法 、日等列強的牽制 。因此 ,該革命開始由歐洲轉向亞洲 ,意圖利用被西方

國家壓迫的亞洲民族 ,對付西方帝國主義 。以蘇聯的首要之務 ,就是在一九一八

年七月四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契切林 (CⅣ.a此herin)所 宣佈的 「蘇俄政

府自願放棄沙皇政府在滿洲所有掠奪品 ,恢復中國在其領土主權」,「 蘇俄同意放

棄俄人在中國 、蒙古 、波斯一切的土地權 ,並準備放棄一切賠款」。
4一

九一九年

蘇聯外長加拉罕 (LeUKarakhm)發表對華宣言
5後 ,受到不少中國團體的熱烈反

應 ,這令當時的蔣介石也不能不注意蘇聯 。蔣介石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蘇俄在

中國》,提到此一宣言 :

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 ,可 以說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偉大的宣言 。他這一個

宣言真是使 中國全姓國民感受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國制滅

亡 ,和 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 。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

縛 ,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撒廢 了 ,故對中國影響之大 ,而其所收稜之

S

4

5

蔣介石於民國元年在 《年華雜誌》所接述的論文 ,常發表 「沙俄與
′日本是對 中國領土咄咄

逼人的兩大敵人 ,而 其 中必須首先對付俄國 。」等的言論 ,表示反俄的威情 。

李國祁 ,《 民國史論集》,頁 33U。

張玉法 ,《 中國現代史》(台 北 :東 華苦局 ,1981年 ),頁 313。

是蘇聯外交人民委 員長加拉罕 ,於 1919年 7月 筠 五 日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 。大意是 :

(一 )向 世界宣示蘇聯尊重各民族 自由平等 ,以 建立永久在的和平 ,故廢止沙俄時代對外締

結地一切秘密條約 ;(二)對 華放棄其一切特有的權益 ,例如把中東路及一切磅產租界、森

林一概無條件交退中國 ;(三 )放 棄領事裁判權 ;(四 )退 還庚子賠款 ;(五 )希 望恢復中蘇正

常關係 。參見儲玉坤 ,《 動生中的中球關係》,(漢 口 :大公報代辦部 ,1938年 ),頁 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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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亦是使無前例的 。
‘

不論蔣介石如何理解該宣言之真意 ,加拉罕的第一次對華宣言並沒有立刻實現 ,

蘇聯一直採取拖延戰術 ,到┬九二四年才簽訂協定 。
’
雖然蔣介石在文章中批評蘇

方並沒有誠實地履行宣言的承諾 ,8但由上可知 ,蔣介石承認此宣言的影響力與意

義 ,並在某種程度上肯定蘇聯新政府 ,進而在某些部分對蘇聯感到好奇 。

一九二○年代是攸關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命運的重要時刻 。軍閥之割

據造成全國混亂 ,國民政府正要準備北伐 ,但軍政基礎不穩的國民政府 ,不得不

依靠外來援助 。此時歐戰結束不久 ,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援助中國 ,新生的布

爾什維克革命國家蘇聯 ,卻願意成為中國的好友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

父孫中山發表和平統一宣言 ,同 日與蘇聯代表越飛 (AdUlfJUffe)發表聯合宣言 ,

並且蘇聯政府邀請孫中山訪蘇 ,八月孫中山命籌組孫逸仙博士訪問團赴蘇聯考

察 。以蔣介石為團長 ,以沈定一 、張太雷 、王登雲等為團員啟程 ,九月二日抵俄

京莫斯科 。

訪問團之一的張太雷是一九二一年經由陳獨秀的引薦而加入中共 ,擔任宣傳

部幹事與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人 。他早在一九二三年以張春木為名 ,出任中國

國民黨本部宣傳部幹事 ,曾經在中共所辦的外國語學校從維經斯基學習俄文 。以

俄文翻譯的角色隨孫逸仙博士訪問團訪蘇 。另一人沈定一 ,是對農民運動有極大

的關心 ,於一九二一 、二二年間 ,曾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退黨 ,其理由為共產黨對

農民狀況重視不足 。
’
王登雲是曾經黨國記者 ,遠赴美國留學而英文流利 ,該訪問

團內王登雲似擔任翻譯 。
m

孫博士訪問團的主要任務以借款與軍事協定為最先 ;中國要求蘇聯儘速提供

‘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台 北 :中 央共應社 ,19θ 年),頁 14。
7 1924年

5月 31日 中蘇兩國簽定了《中俄解決懋案大綱協定》和《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8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14。

’ 〈杜霍夫斯基關於國民索代表回的報告——9月 2日 抵莫斯科的孫逸仙博士考察固情況(不

晚於 1923年 9月 lU日 ,莫 斯科 )〉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U-1925)》 ,

(台 北 :東大出版社 ,1997年 ),頁 237。
lU 

〈杜霍夫斯基關於國民黨代表目的報告〉(1923年 9月 1U日 ),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25)》 , 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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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援款 ,派遣軍事顧問前來廣東協助編練軍隊和指揮作戰 。訪問團自九月二

日起約三個月的時間停留於蘇聯 ,與蘇聯軍政領袖會談 ,參觀蘇聯各級軍政和工

農機構 。此時的中國雖然由於需要外援和學重建國家的典型而訪問蘇聯 ,這只是

物質和制度上的模範 ,而不是主義與精神上的模範。當同年一月與越飛發表聯合

宣言時 ,亦聲明共產主義即蘇維埃制度 ,均不能適用於中國 。
ll

三 、考察蘇聯的軍政與產業機構

如前所述 ,訪問團的主要任務是要求援款並參觀軍政工農機構 。擔任國民黨

本部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大本營參謀長職位的蔣介石特別注意軍政體制 。蔣介石於

一九二三年九月九日會見蘇俄陸軍部次長斯克梁基 (E.M.S蝴 ansH)和其參謀長加

米涅夫°.S.Kamenev)時 ,向蘇方提出了三項要求 ;一 、蘇聯儘可能多派軍事顧問

赴廣州 ,俾有益於軍隊的訓練 。二 、蘇聯軍方允許訪問團與紅軍多作接觸 ,了解

紅軍實況 。三、訪問團請求共同研討中國的作戰計劃 。
η
因此如 〔附表一〕所見 ,

訪問行程中以參觀軍政機構居多 。根據蘇俄軍事院校部書記魯戈夫斯科伊

Ⅳ.A.LugUvskU● 的報告也證實蔣介石與訪問團特別關注蘇俄紅軍 。

昨天 ,九 月十六 日我陪同中國代表田參觀 了駐紮斯巴斯科兵營內的一一

四步兵田 。⋯⋯按照我的計劃 ,各項參觀軍已完成 。任務是展示日內的

內務 、日常生活和組織狀態 、介紹軍紀和同志關係 、演習情形以及與工

農結合的狀況 。這種因素結合在一起 ,才構成紅軍職的女力 。代表田未

到武器倉庫去 ,我也沒有介紹特殊機密的東西 。參觀 了連隊 、營房 、紅

角 、修理所 、俱樂部 、圖書館 、機槍班 、儲藏室 、廚房 、麵 包房 、俄共

支部 。代表田品當了紅軍戰士的食菜 ,看 了每週的食譜 ,對 多種多樣可

口的伙食和豐富的食譜交口稱讚 。

蔣介石將軍主要關心軍事組織 、行政管理和技術裝備 ,那位次要的田員

Ⅱ 秦孝儀總編 ,《 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一(台 北 :出 版地不詳 ,1978年 ),頁 ω 。
12 

李國祁 ,《 民國史論朱》,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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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留
意政治工作 、內務和紀律 。其餘的人稍顯冷淡 ,但對該目的組織制

度和內部關係的單純和倍加讚賞 ,驚 嘆不已 。
“

從上文來看 ,孫逸仙博士訪問團在蘇俄政府的安排之下 ,考察俄軍實際生活與制

度之後感慨萬分 。同日蔣介石在紅軍戰士四百人面前演講 ,其內容如下 :

早在遠東 ,我就已聽說 ,紅軍是世界上最勇敢 :最 強大軍隊 。遠東的

被壓迫民族都這麼說 。今天我有幸來到你們光榮的紅軍 ,來到你們這

麼光榮的田隊 ,親眼看到了你們強大的秘密——軍民日結 。還在我從

西伯利亞往這裡的路上 ,我就到處看見你們的回結一致 ,你們的強大 ,

現在我才真正 了解其原因‥⋯‥我們來到這裡學習 ,來 同你們聯合的 。

帶我們回到中國人民去 ,提高中國人民的軍事女力 ,進而戰勝華北的

軍事勢力時 ,我們將會向你們 ,紅軍戰士門伸出友誼的同盟者之手 ,

共同戰鬥 。我重申 ,我非常榮幸看到你們 ,看到你們的生活情況 。我

深深感謝你們的友好會晤與接待 ,感謝你們向我們展示的一切 。我遠

想再次來到你們中間 。請允許我通過了解紅軍 ,並通過你們向紅軍致

意 。
ls

蔣介石的這分演講稿由王登雲譯為英文 ,再由魯戈夫斯科伊再譯成俄文 。蘇方的

接待者魯戈夫斯科伊認為 ,這次考察後蔣介石與訪問團對紅軍的精神和熱情非常

感激 ,尤其蔣介石的情緒激越興奮 。
lf可

是雖然蔣介石稱讚一一四步兵團 ,但這並

不表示蔣氏全面肯定蘇聯紅軍而接受蘇俄的軍制 。據蔣介石在自己的著作 《蘇俄

指稱工登雲。根據 〈杜霍夫斯基開於國民中代表目的報告〉(1923年 9月 lU日 ),工 登雲
是 「記者 ,美 國留學 ,代表田的次要角色 ,此來主要因性英語」,該訪問日內工登雲似搶
任翻譯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m-1925)》 ,頁 237。

魯戈夫斯科伊 ,〈 關於國民常代表回參親 l14步 兵目的書面報告〉,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25)》 ,頁 ”8-9。

魯戈夫斯科伊 ,〈 關於國民索代表田參挽 114步 兵目的書面報告〉,收於李玉貞評 ,《 聯共 、
共產國際其中國 (192U-19竻

)》
,頁 筠9。

魯戈夫斯科伊 ,〈 關於國民索代表田參挽 114步 兵目的書面報告〉,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25)》 ,頁 2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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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我們可以發現他考察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軍隊後 ,其不同的感想 :

軍事方面 ,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與軍部的組織 。

我們在彼得格勒 →考察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 ,並參挽克隆斯達軍港

(KrUnstadt)及 其艋隊 ,我的印象是在莫斯科的陸軍軍校和部隊 ,組

織嚴密 ,軍容整齊 ,而 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 ,卻是精神頹唐 ,

士氣消沈 。兩年前 ,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 ,發生革命反對

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 ,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 。這一革命不久即

歸失敗 。當我們到彼得格勒考察時 ,其他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諱其如

深 ,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 ,還是看得出其創痛的痕跡 。
田

從訪問彼得格勒海軍機構後 ,蔣介石似乎對蘇俄軍隊的團結精神產生懷疑 。雖然

他只有訪問莫斯科的步兵團及彼得格勒的海軍部隊 ,訪問的時間也不長 ,但是在

短暫時間內的停留當中蔣介石竟然能夠發現出來二者之差異 。他認為如此的差異

與軍政關係——特別是與在軍隊裡的黨務有莫大關聯 。蔣介石不但在軍事士氣及

精神上感到矛盾 ,亦在政治方面產生了較負面性的看法 。

政治方面 ,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 ,考察其村蘇維埃 、市蘇維埃 ,並參

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 。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 ,並與其

黨政要員談話之間 ,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 ,無論在社會中間 ,或是俄供

中間的鬥爭 ,正是公開的或非公開的進行著 。
m

如上所述蔣介石發現軍事和政治方面的矛盾 ,他將這些矛盾歸因於共產制度而加

以批評 ,亦即他認為精神頹唐與士氣消沈的現象是整個蘇聯社會裡蔓延的問題 ,

同時也是共產制度所產生的問題 :

聽談革命史況 ,均二小時餘 。公記其革命成功三點 ;一 、工人之革命之

需要 ;二 、友人要求共產 ;三 、准俄國一百五十民族政治 ,組成聯邦制

度 。而其缺點亦有三 ;一 、。廠充公後無人管理 ;二 、〞!、 工廠盡歸國有 ,

1’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 。
lB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2U-21。



集 中主義過甚 ;三 、利益分配困難 。又記 ;現在建設情形 ;兒童教育族

密 ;二 、工人 皆受軍隊教育 ;三 、小工廠租給私人 。
1’

蔣介石認為俄國革命之開端 ,是因應人民的需要而成功 ,但對其制度的經營方式

而言 ,仍包含矛盾與錯誤 ,此錯誤不僅限於軍政方面 ,亦波及社會經濟組織 。因

此蔣介石曾經批評 ,蘇聯的制度根本不適合中國 :

更認識 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 ,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
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 ,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 ,如我不親 自訪俄 ,

洪不是在國內時想像能所及的 。
m

那麼 ,對蘇聯的制度感到矛盾的人是否只有蔣介石一人 ?在訪蘇期間中 ,在

訪問團成員當中蔣介石以外的三名團員沈定一 、張太雷 、王登雲 ,於十月二十六

日參觀了 「紅玫瑰」絲織工廠 。訪問團參觀了絲織品生產情況 ,又參觀了幼稚園 、

工人俱樂部 、劇場等地 。此時沈定一演講了約五分鐘的考察感想 :

通過你們工廠 ,我們就可以看出蘇維埃俄國工業的全面進步 。我們希

望 ,中 國工人也會在不遠的將來 ,以俄國工人為榜樣⋯⋯m

沈定一講完時 ,蘇聯工人表示熱烈歡迎 ,蘇方接待者巴蘭諾夫斯基 (M.L.

BaranUvski)認 為此次的訪問給予團員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η然而在沈氏演講的內

容當中仍有若干地方需要再加以思考 。我們還要注意到考察 「紅玫瑰」絲織廠的

當天 ,蔣介石並未同行 ,雖詳細原因無法查明 ,然而 ,似與國共糾葛有關 。沈定
一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 ,方蘇時早已退出中共 ,訪問期間沈定一的態度似與張太

雷的親蘇傾向接近 ,甚至亦與張氏相同對蔣介石採取對立的態度 。雖然如此 ,沈

毛思誠 ,《 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第五冊 (重慶 :出 版地不詳 ,1937年 ),頁 妙 。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21。

巴由諧夫斯基 ,〈 巴曲諾夫斯機關於國民索代表回參親 「紅玫瑰」工廠的書面報告〉,收
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加 -1925)》 ,頁 251。

巴曲諾夫斯基 ,〈 巴兩諾夫斯機關於國民中代表回參現 「紅玫瑰」工廠的書面報告〉,收
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夗5)》 ,頁 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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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退黨時批評說 ,共產黨對農民狀況的重視不足 。
”
我們從這句話 ,懷疑沈定一

在訪問期間似乎認為 ,共產制度對他所特別重視的農業方面不理想 。他確實致力

於中國農業方面的改進 。

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蘇聯 ,將全國的產業設施國有化 ,同時設置國家計劃委

員會 (GUSPLAN),並在國家領導之下促進工業發展而進行國家的重建 ,然而同時

蘇聯對於農業的重視程度卻不如工業。
4蘇

聯政府對農工待遇之差別是該政府本身

的重要問題之一 ,雖然目前無法取得有關訪問團考察農村蘇維埃的報告 ,因而難

以得知訪問團對這方面的感想與評價如何 ,然而吾人仍可大略推測出沈氏心中的

矛盾 。對以農立國的中國而言 ,蘇聯的農工之隔閡可能是不理想的情況 。因此他

退黨的理由 ,就是因為共產黨疏忽農業 。

如此將蔣介和沈定一二人對比 ,一人發現在蘇聯的軍政制度的矛盾 ,另一人

發現在蘇聯的農業問題 ,尤其蔣介石透過訪蘇之後認為 ,蘇聯內部問題之背後有

意識形態的問題 ,相當難以融入中國 。

四 、會見蘇聯領導人士

一九二○年代初期 ,孫中山的首要之務就是解決吳佩孚等軍閥的割據 。再加

上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於廣州 ,並正準備北伐時 ,擔

任陸軍部長兼內政部長的陳炯明叛變 ,孫中山試圖討伐陳炯明不成後 ,認為在廣

州所面臨的困境 ,因為在兵力不足 、無法信賴地方軍人 、士兵鬥志不高以及軍械

不佳 。因此 ,他計畫在西北地區建設軍事基地 ,擬將軍事行動改由中國西北地區

進行 ,這就是他派人訪蘇的最主要原因 。孫中山希望與蘇聯軍方研討這項新軍事

杜霍夫斯基 ,〈 杜狌夫新基關於國民索代表目的報告〉,收於李工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

與中國 (192U-1925)》 ,頁 237。

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 ,不 太重視反榮與土地問題 ,雖 然有很多相關研究 ,他們認

為皮民是沒有前途的階級 ,只 有當地他們打入無產階級隊伍裡來時 ,他們才是革命的。所

以自然不太關心皮民的地位與處境。加上在新經濟政策之下 ,皮 業生產的增長速度與進入

工業化時期的國民經濟的需要不相通應 ,皮榮與工業之相差更深 ,所 以史達林i施朱姓皮

場和國營反場 ,摸 索突破此問題之方案 。



計劃的合作 。以下是孫中山的計劃內容
.‘

(l)利 用西北地區的游擊隊 ,再輔以南方增援的軍隊 ,在陝西建立反吳佩

孚的軍事根據地 。

(2)在 華北與蒙古庫倫以南之邊界地帶 ,仿 照紅軍辦法 ,建立新軍 。

(3)利 用游華隊 ,破壞鐵路 ,並以宣傳攻勢喚醒皮工階級及部分吳佩手屈

下 ,起 而反吳 。

依照孫中山的構想 ,訪問團九月九日與斯克梁斯基會見時 ,提出以下三點要求 :2‘

(l)希望革命軍事委員會儘可能增派一前往華南人員 ,以 紅軍為楷棋 ,訓

練中國軍隊 。

(2)希望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孫 中山代表考察紅軍提供方便 。

(3)希望共同商討 中國軍事行動計 ill。

如前陳述 ,訪問團一方面考察蘇俄各機構 ,並會見蘇聯高級人士 ,由於列寧當時

臥病在床無法會客之外 ,訪問團會晤了史達林 (JⅣ.St.lin)、 托洛茨基°.b.

TrUck)、 斯克梁斯基及加米涅夫°.S.Kamenev)等蘇聯領導班子 。九月二日抵莫斯

科的訪問團 ,從九月五日起會晤蘇俄與共產國際人士 ;會晤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

(GⅣ.acerin9三次分別會見 、托洛茨基 、俄共中央書記魯祖塔克σ.E.Rudzutak)、

蘇聯全俄中央之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Kalinin)、 以及教育人民委員會盧那哈斯基

(Lunacha“ ky)各一次 、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梁斯基二次和總司令加米涅夫三

次 、俄共援東局長維經斯基五次 、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H.Mariig)八次等 。
2牧

口

上所言 ,會見時所談論的內容 ,是以新軍建設的軍事人員的援助以及物質上的援

助為主 。那麼 ,對訪問團所提出的問題 ,蘇方人士的想法與反應如何 ?首先講結

果中蘇雙方意見各執一辭 。對於派遣軍事顧問並訓練中國軍隊的問題而言 ,斯克

梁斯基九月九日與訪問團會談時的答覆如下 :

李國祈 ,《 民國史論朱》,頁 343。

〈巴兩諾夫斯基關於國民中代表回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古面報告〉,收於李玉貞
譯 ,<聯 共 、共產國際其中國 (192U-1925)》 ,頁 筠4。

李玉貞許 ,《 聯共 、共產國際其中國 (192U-1925)》 ,頁 224;謝信堯 ,〈 蔣中正先生反共
抗俄思想的孕育與表現之研究〉,《 近代中國》第 9U期 (台 北 :近代中國雜誌社 ,1989年 》
頁 75-76。

�翑
畤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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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俄國人學習洪語困難 ,最好開辦專門招收中國學員的軍事學校 。這

樣做起來要容易一些 ,因 為在我們俄國大學有一些中國留學生 ,如 東方

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有大約三十名中國學員 ,其他校也有 。
m

此時斯克梁斯基可能尚未明知中國的實情 ,而且蘇聯領導人對國民政府所提出的

要求 ,商討具體因應之道 ,因而他只好表達私人意見 ,認為中國派遣人員前來蘇

聯較佳 ,他並以語言問題為推託拒絕中國的要求 。經過兩個月的時間 ,他仍然拒

絕中國派軍事顧問協助國軍教育與作戰的要求 ,且勸中國應先進行政治工作 。亦

即在十一月十三日新克梁斯基與加米涅夫再度會見訪問團時一直強調說 :孫中山

與國民黨應先集中力量從事中國的政治工作 ,然後採取軍事行動 ,否則都必遭失

敗.斯克梁斯基強調群眾政治工作的意義 。他說 ,國民黨首先要注意作好工農工

作 。並且國民黨從事工農工作 ,很自然地發生與帝國主義敵對的狀況 。儘管條件

艱苦 ,而國民黨應在群眾中開展革命工作 。
”
對此主張 ,蔣介石也回答說 ,國民黨

正在把力量集中於政治工作上 ,而他所指的政治工作與斯克梁斯基所提出的政治

工作 ,在對象上完全不同 。此時國民黨的北伐正在緊鑼密鼓地等備當中 ,而國民

黨的敵人就是倚仗帝國主義者的軍閥 。所謂的帝國主義者 ,就是晚清以來侵害中

國的主權 、利益和安全者 ,他們不僅是歐美9lj強 、日本反帝俄 ,若蘇聯要求恢復

帝俄時代在中國享有的種種利益 ,蘇俄亦可列為帝國主義者 。即蔣介石所謂 「與

中國革命黨人為敵的 ,是全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
...還

有在理念上異於國民政

府者或威脅其政權穩定者 ,也可說是與中國革命黨人為敵的 。不久之後 ,國民黨

改組時 ,明顯透露出中共亦包含在其中 。中國與蘇俄同床異夢 ,雙方彼此或多或

少察覺了此點 。

蔣介石了解蘇聯領導人所說的政治工作就是共產主義政治宣傳之加強 ,因此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雖然不能接受蘇方的建議 ,但因為他們需要蘇聯援助 ,所以不

〈巴由諾夫斯基關於國民中代表回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古面報告〉,收於李玉貞

9..,《 聯共 、共產國際其中國 (192U-1925)》 ,頁 234.        一

〈巴由詰夫新基關於國民求代表田會見新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古面報告 (1923年 l1月

l3日 ,莫 斯科 )〉
,收於李玉貞許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 》

,頁
平‘°

〈巴由諾夫斯基關於國民京代表回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書面報告 (1923年 11月

13日 ,莫 斯科 )〉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其中國 (192U-1925)》 ,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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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得過於直率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蔣介

石 ,向蘇聯領導人們解釋何以何中國無法立刻展開無產階級革命 。

如果我們今天使用共產主義的口號 ,這就可能招致小農和小資產階級的

誤解 。由於利益的衝突 ,他們就可能走向敵對陣營 ,他們就可能跟著中

國軍閥反對我們 ,這樣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了。因此 ,我們 目前

的綱領就是要聯合全體中國人民借助統一戰線 ,取得革命的大成功 。
si

蔣介石無意答應蘇方的要求 ,卻仍希望獲得蘇方的援助 ,而且蘇聯的立場也是相

同 。蘇聯曾經透過這次的機會表示 ,希望中國成為認同蘇聯的一個國家 。在同會

場的季諾維也夫說 :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並與之合作 ,遺是中

國保護群眾 ,以及以人民的政黨國民黨代表中華民族 ,致力於爭取民族獨立 。若

是國民黨為資產階級政黨或資本家的政黨 ,蘇聯與共產國際就不可能與之往來 。
32

所謂 「政治上的認同」,這就是蘇聯與中國國民政府首先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關

於此點 ,托洛茨基也明白表示 :

我們不是不給軍事援助 ,但在 目前各種軍事力量戰略對比情況下 ,向孫

中山軍隊提供這種援助是不可能的‥⋯‥國民黨應立即堅決果斷改變期

政治方向 。現在應集中力量政治工作 ,按照需要把軍事活動減少到最底

限度 。貴索用於軍事工作的力量不應超出政治工作的二十分之一 ,或者
SS

無論如何也不應超出十分之一 。

這就是蔣介石和訪問團會見蘇俄領導人物時 ,始終得到的答覆 ,蔣介石在當場不

能不贊成他們所說的一切 。並且蘇俄領導人物希望中國即將成為世界共產主義成

員之一 ,國民黨的改組就是蘇俄在中國推行民族革命運動之核心 。
“

〈有國民中代表田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合會議速記記錄(19” 年 11月 %日 ,其斯科 )〉
,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筠 )》
,頁 27U。

〈有國民中代表田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速記記錄(1夗3年 l1月 %日 ,其斯科 )〉
,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竻
)》

,頁 η4-295。

〈巴由懦夫斯基關於國民中代表回會見托洛茨基的書面報告〉,收於李玉貞評 j《 聯共 、共
產國際與中國 (192U┤ 925)》 ,頁 278。

〈契切林致季諾維也夫的信〉(l呢3年 11月 1日 ,莫斯科),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
國際與中國 (192U-l呢 5)》 ,頁 巧3。



并 介 石 訪 蘇 典 對 蘇 聯 的 該 談

除此之外 ,對於西北計劃 ,蘇聯
一

直沒有答覆 ,這也使蔣介石感到不滿 。蘇

聯遲遲不答的原因何在 ?關於此點 ,郭恆鈺在他的著作 《俄共中國革命秘檔 (一

九二○∼
一

九二五 )》 中曾予以分析 。一是來自中國有關孫中山與廣東國民政府的

不利消息 。
35當

時蘇聯幾乎是依據加拉罕與駐華蘇俄人員的報告了解中國情況 ,並

決定對華態度與政策 。所以我們大約推測他們的態度與看法中的相當部分 ,是否

曾受到加拉罕的影響 。加拉罕認為孫中山的西北計劃基本上為時過早 ,且加拉罕

向鮑羅庭表示 ,應該向孫中山解釋這個計劃無法立即實現 。
β‘
這些消息使蘇聯政府

不能對國民政府產生信心而猶豫不決 。另一項原因是當時德國的政情惡化 ,蘇共

傾全力支持 「德國革命」,但德國革命十月底就失敗了 。
”
由於德國的影響 ,蘇聯

政府將該理由置於政治問題之上而拒絕援助中國 。如前所述 ,蘇聯向訪問團說先

政治宣傳工作完成 ,才能實行軍事行動 ,且說在推動軍事行動的內部條件成熟之

後 ,才能談及軍事計劃 。關於他們建議政治宣傳工作 ,我們不能不懷疑其真意 。

這是否與共產革命與蘇聯的利益有密切的關係 。加拉罕在致鮑羅庭的信函中又指

出 :

在決定女施任何重大計劃之前 F我們應該首先鞏固在中國的地位 ,尤其

是要待解決中東路問題以後 ,鞏 固在東北的地位 。
班
這句話使人更加壞

疑一九一九年加拉罕宣言之真意 。

加拉罕發表宣言 ,蘇聯準備拋棄在華舊有的特權 ,這是一九一九年之事 ,然

過了五年的時間 ,在一九二四年卻出現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與 《暫行管理

中東鐵路協定》。蔣介石曾在其著作 《蘇俄在中國》批評過蘇聯藉故拖延的狀況 。

女際上 ,加拉罕直至民國九年 (一九二○ )三月纔到北京政府 。十一年

(一 九二二 )之秋 ,莫斯科纔派越飛 (AdUlfJUffe)來 和北京政府談判 。

郭恆鈺 ,《 俄共中國革命秘檔 (192U-1925)》 (台 北 :束大出版社 ,199● 年),頁 ●●。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北 京 :1923年 1U月 6日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共產國際與

中國 (192U-1925)》 ,頁 242。

郭恆鈺 ,《 俄共中國革命秘檔 (192U-19竻 )》
,頁 “ 。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收於李玉貞諍 ,《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i9加 -19芶
)》

,頁 筠佗 。

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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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 (一九二三 )九月 ,再派加拉罕來繼紋談判 。他們在中間屢次食

言翻案 ,最顯著的一著 ,就是否認宣言中關於中東鐵路無竹交遠中國一

段 。直至十三年 (一 九二四 )五月三十一 日 ,「 解決中俄懋案大綱」纔

得簽訂 。這一長期談判的中俄條約 ,從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就是蘇

俄與我國 「和平共存」羔字寫在白紙上的第一個根據 。
”

這段話顯示蔣介石對蘇聯的失望 ,且無法信賴蘇聯 。

除此之外 ,在訪蘇期間與蘇聯領導人會見時 ,所談及的兩國利害有關的事項 ,

也產生了蔣介石對蘇俄負面的印象 。在下一段引文 ,蔣介石批評蘇俄所發表宣言

之誠意 :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 日共同宣言中 ,越飛亦華明蘇俄 「決無在外蒙古女施

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 中國分立之意」。但我與蘇俄常政 負責者 ,談

到外蒙古問題 ,立 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 ,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之野

心 。這一點不祇使我感到十分失望 ,而 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俄所援助中

國獨立自由的誠意所在 。
m

其實蔣介石的著作 《蘇俄在中國》是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的 。時是蔣介石失去中國

大陸已經過了七年的時間 ,多少反應了蔣氏對中共和蘇共的憎恨 。有人或許提出

蔣介石對這段回憶和當時的情緒是否一致 。目前我們仍無法找到蔣介石呈予孫中

山的考察報告書的原件 ,因此我們無法得知 ,他的這份感情到底是訪蘇期間產生

的 ,還是後來大陸失去後才產生的 ‘雖然如此 ,依據加拉罕的信函 ,我們可以推

測 ,蘇聯對中國懷有野心 。

在決定玄施任何重大計劃之前 ,我們應該首先鞏固在 中國的地位 ,尤其

是要待解決中東路問題以後 ,鞏 固在東北的地位
a其

野心與過去沙俄帝

國所顯示的野心 ,在 某些程度上有相同之處 。這在蔣介石認識蘇俄與共

產主義時 ,可能產生負面性的印象 。

蔣介石 ,6球俄在中國》,頁 14。

蔣介石 ,《 珠俄在中國》,頁 21。

〈加拉罕致鮑羅庭的信〉,收於李玉貞許 ,《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g25)》 ,頁 肛2。



落介石訪蘇其對蘇聯的認散                           ’’

五 、國共糾葛

如前所述 ,孫逸仙博士訪問團的成員有蔣介石 、沈定一 、王登雲和張太雷 ,

前三者為國民黨黨員 ,張太雷是中國共產黨員 ,後來由歐洲前來會合的邵元沖加

入訪問團 ,成員因而增為五人 。其少數成員當中 ,由於思想上的出入而引起紛爭 ,

這為蔣介石的蘇聯和中共的情緒起了更為負面性的作用 。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茁壯 ,主要得力於國際共黨的理論和謀略指

導 ,以及金錢的支援 。一九二一年三月馬林抵華時 ,七月二十七日舉行第一次中

共全國代表大會 。此時中共的發起人都是知識份子 ,但除了知識份子運動以外 ,

中共更設法運動工人 ,在中共成立後的兩年間 ,工人罷工的人數與次數大幅增加

了 。
φ

列寧為了找尋中國的友誼 ,派代表與北京政府進行外交交涉 ,同時與中國國

民黨聯繫 。一九二○年蘇方曾經邀請孫中山的訪俄 ,並表示蘇聯願意協助中國革

命 。一九二一年馬林分別建議國民黨實行改組 ,容納農 、工階層等社會份子 ,建

立軍事學校以穩定革命基礎以及聯俄容共。
小
孫中山起初願意借用外國力量——特

別是德 ‵英 、美 、日——來開發中國 .而無所成就 ,但此時只有蘇聯表示對中國

的支持 ,因此孫中山決定了聯俄容共的政策 ,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如前所

述 訪問團之一的張太雷是一九二一年經由陳獨秀的引薦而加入中共一九二三年

再加入國民黨 ,另一人沈定一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退黨 。沈是在返國之後 ,於

一九二四年一月出席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並當選候補

中央執行委員 ,因而此後逐漸疏遠中共 ,但在蘇聯時受到張太雷的影響 ,與張太

雷一同對抗蔣介石 。蔣介石曾在 《蘇俄在中國》回憶道 ,張沈兩人曾與蔣產生對

立 ,並試圖分化該訪問團的經緯 :

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索所使用的分化 、隔離 、製造鬥爭等各

種手段 ,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日內組織而言 ,本

張玉法 ,《 中國現代史》,頁 笓1。

張玉法 ,《 中國現代史》,頁 323。

�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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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  其β去向步已

田四人之中 ,三人都是國民索人 。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 。訪問田

一到俄國 ,他就施展分化工作 ,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速 ,與我們對立起來 。

於是代表田各種計劃 、考察工作 、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 ,都不

能一致 。由俄回國之後 ,共黨以訪俄代表日內意見分歧為藉口 ,來抵銷

我們對蘇俄的偵 ,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
“

以下的引文是訪問團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後於回途中 ,同行的翻譯員巴蘭

諾夫斯基與張太雷聊天的內容 :

他 (張太雷)說 ,代表目的俄國之行和革命軍事委 員會所提的意見 ,對

該黨至關重要 。首先 ,在其方案中提出新軍事行動計 ill的 軍事集田 ,其

影響定將大大削弱 。本代表田通過學習蘇聯 ,應該同意革命軍事委員會

的意見 。俄共所從事的巨大政治工作 ,不 能不使他們心悅誠服 ,相信要

進行軍事行動 ,就首先要作大量的政治準備工作 。從這一點看 ,代表田

訪俄不飲此行 。
巧

同日斯克梁斯基以他們的十月革命為例勸說訪問團 ,中國應將政治工作運用於軍

事作戰時 ,蔣介石回答稱中國與俄國革命情況截然不同 ,因此中國必須訴諸軍事

行動 。但是 ,照上述的巴蘭諾夫斯基的報告 ,對該團訪蘇的最主要目的——西北

軍事計劃 ,張太雷與蘇方意見一致 ,這就證實了蔣介石在上文所陳述的 「對俄交

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 ,都不能一致 」。

、結
〧i
口 口

本文的研究至基於一個出發點——身為一位反共主義者的蔣介石 ╮他的反共

思想從何時開始的 ?且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他先反蘇而成為反共主義者 ,還是

他的反共思想讓他的反俄情感更加鞏固 。首先 ,我們所獲得的結論是 ,蔣介石的

“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 。
巧 〈巴由諾夫斯基關於國民中代表回會見斯科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書面報告〉(1923年 l1月

13日 ,莫 斯科 ),收於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m＿1,25)》 ,頁 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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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介石訪蘇與對蘇聯的認談

反共抗俄情感隨著蘇聯訪問的結束而加深 。蔣經國曾經評述此點 :

父親對共產主義本素有研究 ,在 這年 (一 九二三 )的秋天 ,奉國父之命

赴俄考察 ,在俄三月的目見新聞 ,更加堅信中國決不可行共產主義 ,亦

惟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 。
“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論 ,蔣介石原本就將沙俄以帝國主義國家看待 ,於一九
一

七年

俄國革命之後 ,對蘇聯新政府有所期待而始研究社會主義理論 ,這一點如同當時

的許多知識份子 。但與他們不同在於研究得愈深入 ,就愈不認同社會主義理論 。

但於一九二三年奉孫中山之命赴俄之前 ,是相信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 ,是

出於平等對待中國的至誠 ,而絕無私心惡意的 。
4’

然其結果是令他感到失望 ,讓他

察覺先前他所懷抱的期待完全錯誤 。他早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在致廖仲愷的

一封信函 ,吐露他的感受 :

對此 (俄黨)問題 ,應有事安與主義之別 ,吾 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 ,

而乃置事安於不顧 。以弟觀察 ,俄 黨殊無誠意可言 。即弟對兄 (廖仲愷 )

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 ,亦 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掃兄之興趣也 。

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 ,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索中之黨

員也 。而我國黨員之在俄國者 ,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 。俄黨

對中國之唯一方針 ,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期正統 。決不信吾黨可與之

始終合作 ,以互策成功者也 。至其對中國之政策 ,在滿蒙白藏諸部皆將

為其蘇維埃之一 ,而 對中國本部 ,未使無染才旨之意 。凡事不能自立而專

求於人 ,其能有成者 ,決無此理 。國人程度卑下 ,自 居如此 ,而 欲他人

替天行道 ,奉如神明 ,天下寧有是理 ?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

者 ,皆 不外凱撒致帝國主義 ,不 過改易名稱 ,使人迷惑於期間而已 。
砃

謝信堯 ,〈 蔣中正先生反共抗俄思想的孕育與表現之研究〉,頁 79;蔣經國 ,〈 沉思於慈湖

之畔〉,《 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朱》(台 北 :行政院新開局 ,198U年 ),頁 竻1;謝

信堯 ,〈 蔣中正先生反共抗俄思想的孕育與表現之研究〉,頁 乃-96。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巧 。

蔣介石 ,《 蘇俄在中國》,頁 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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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鄭 炯兄

他在訪問期間 ,雖然對蘇聯陸軍組織和產業技術的進步感到興奮 ,卻又發現海軍

艦隊的精神頹唐 、士氣消沉等負面性的情況 ,因此認為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

怖的組織 ,與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容 。並且他與二十餘名的蘇聯領袖們談

論中國問題時 ,他們對孫中山的西北計劃 ,以必須先進行政治工作為藉口而避談

具體方案 ,卻提及滿蒙問題 ,使蔣介石感到蘇俄對中國的援助不但沒有誠意 ,卻

懷有侵略中國領土的野心 。所以蔣介石把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以前的沙俄一視同

仁 。再加上與張太雷等共產黨員的衝突 ,在蘇聯的考察工作 ‵對蘇交涉以及一切

對蘇主張 ,皆遭遇困難 ,他不能不認為共產黨為了分化國民黨而加入國民黨 。他

的反蘇反共思想因此更加鞏固 。

:附 表一〕孫逸仙博士訪問田訪蘇行程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1924.9.2 孫逸仙博士訪問田抵莫斯科 。途中遇見社會黨群眾運動 ,約 二十

二萬人 。

9.5 會見契切林 。

9.7 訪問俄共中央委員會書記魯租塔 ,聽談革命史況 。下午見遠東局

長胡定斯基 (G.N.Voilinsky》 晚關劇於前皇家戲園。

9.9 第二度見胡定斯基。

第一度會見陸軍部次長斯克梁基 (S.S.KliUnskii)和 其參謀長加米

涅夫(Kamen°v)。

孫逸仙#士訪問囝建議在蒙古建立軍事基地;並詳細討論此方案。

9.ll 訪教練監彼德祿夫斯克
°
eirUushky),得 知蘇俄組織之內容 。

9.16 下午參觀陸軍學校畢業生遊行紀念 ,並與王允恭偕遊俄國第一大

教堂熱帕姆 (Z。am)。

9.14-17 了解紅軍情況 ,參觀步兵 144田 、軍事院校和空軍 。(蔣介石認為

優點在全田上下親愛 、政治及知識事務與精神講話 ,則 由黨代表

任之 ,權 責甚明 。)

晚初次與馬林見面商議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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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第二度見面馬林 。

6;).19 上午 ,與馬林與胡定斯基會談 。

下午 ,訪 問步兵第二學校 。

回賓館後 ,接 見中國留學生 。

9.2U-3U 抵彼得格勒與喀琅施塔得 ,參觀海軍和軍事院校 。

9.2U 參規軍用化學學校 (研究毒氣使用及防禦方法)。

9.22 往蘇俄高級射攀學校參規 ,發受其武器之研究及進步 ,可與歐美

各國相競 ,為之感唏不已 。

9.23 會晤俄中央委員魯考夫基体ykUv,AlekseyIvanUvi些)三

9.24 乘飛艇空中望月 。

9.25 試乘旅行飛機 (認為較昨乘軍用機為穩 )。

9.26 參現東館及館 中心建立之歷史館 。

9.27 參觀海軍大學 、海軍學校 、海軍機 器學杜

9.28 海軍#物館 、海軍印刷廠 、港口、製造潛艇機器及電器工廠 。(認

為潛艇所用電器耗經費甚大 )。

6;〉 .::t6;) 至竟倫可太篤港參觀摩拉塔戰艦 、練習艇及第二號潛艇 古

1U.l 往兒村(前沙皇村)參觀 。

lU.2 返抵莫斯科 。此次遊彼得格勒 ,深入觀察市況民氣及海軍人員神

態 ,認為彼得保市況蕭條 ,民氣頹喪 ,海軍人員神能不 良 ,深為

蘇俄憂 。

1U.3 向契切林 、托洛茨基和斯克梁斯基遞交中國軍事行動方案 。

lU.6 參觀展 兒會共產索歷 史部 門 。

lU.7 訪俄共中央委 員撒竟 夫 (SUk°linikov)及馬林 。

lU:8 第五度會見馬林 ,商議黨事 。晚往大戲院觀劇 。戲台上有印刷機

隨時發佈宣傳品 ,乃 共產主義國之特色 。

1U.13 往外交部 ,會東方司司長獨霍夫斯基 (D。kh。vsky),得 見孫 中山

致列寧 、托洛斯基 、契切林書 ,中 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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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18 接奉孫 中山手電 ,知補助交涉 已女行 。

lU.21 下午見契切林 ,談 蒙古問題 ,無結果而散 。

lU.23 往訪鮑羅廷夫人 。

lU.24 馬林離俄 ,蔣介石親宋馬林 。

lU.25-3U 參現莫斯科工廠 。

lU.25 致斯克梁斯基書 。

lU.25 致俄外長契切林 函 ,駁斥 「蒙古人怕 中國人」話語 。

1U.28 胡定斯基過談 。

lU.:9｝ !;) 參親燈泡製準廠及發電廠 。(注意其工人俱樂部及學科 、手工 、

音樂補習室、販費合作社 、固書室、閱報室、膳堂及戲館等員工

教育、福利及娛樂設施 ,與共產索部主政 。)

lU.3U 去莫斯科西鄉太太兒等處反村 。(認為村蘇維埃如浙鄉自治會 。)

參挽 中央執行委 員會 ,聽衛生總長報告 。

l1.4 往車站迎邵元沖 ,與 同歸賓館 ,因 代表意見齟齬 ,商議處置方法 。

11.6 參加莫斯科城蘇維埃革命紀會 ,聽加密熱夫等人演說 。

l1.7 在紅長參現蘇維埃共和國革命六週年紀念之二萬人閱兵 .

11.lU 訪白臘洛夫 。

會見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 。回覆革命軍事委員會 。通過為中國

革命者建立軍校之方案 。

l1.16 f見蘇維埃議長加利寧(Kalinin)°

l1.18 上午與趙世 賢等談事 。

下午 ,宴會 ,討論莫斯科本黨進行辦法 ,對大眾演說中國國民黨

主張 ,及代表回來俄使命 。

l1.19 致書托洛茨基 ,提及 :關 於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 ,務望注

意避免 。

列席莫斯科蘇維埃大會 ,旁觀一年來政治報告 。

l1.2U 再訪彼德羅夫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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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1 會教育總長魯那哈斯基tLunachaIsky)。 晚訪越飛。

l1.2::; 參加共產索第三國際會議 ,並致答詞 ,促特別注意促進東方革

命 ,及 中國國民常三民主義為革命標幟 。(認為第三國際對中國

女際情況不甚了解 ,頗 多隔膜之處 :一
)         一 一

11.26 出席於共產 國際執行委 員會會議 。

11.28 外交人民委 員部宴會

共產 國際執行委 員會主席 田通過 關於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 國民

索的決議 。

l1.27 見托洛茨基 ,其 人悅 爽活潑 。晚第三度見契切林並辭行 。

l1.28 審閱第三國際對國民黨決議文 ,怫然謂不認為國民黨如此 。應愧

自居為世界革命之中心 。下午勉強至第三國際辭行 ;晚 ,與趙世

賢述此次來俄經過情形 ,戒

11.29 代表田離莫斯科 。

※表資料來源 :李 國祁 ,《 民國史論集》

李玉貞譯 ,《 聯共 、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U.1925)》 。

毛思誠編泰 ,《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謝信堯 ,〈 蔣中正先生反共抗俄思想的孕育與表現之研究〉。


	ntnulib_ja_B0303_0010_065
	ntnulib_ja_B0303_0010_066
	ntnulib_ja_B0303_0010_067
	ntnulib_ja_B0303_0010_068
	ntnulib_ja_B0303_0010_069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0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1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2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3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4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5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6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7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8
	ntnulib_ja_B0303_0010_079
	ntnulib_ja_B0303_0010_080
	ntnulib_ja_B0303_0010_081
	ntnulib_ja_B0303_0010_082
	ntnulib_ja_B0303_0010_083
	ntnulib_ja_B0303_0010_084
	ntnulib_ja_B0303_0010_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