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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密使路之二

宋宜山大陸行為和談「摸底」
▓舊庄居士

周恩來接見英國人馬坤一席話

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接見李濟琛

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Morris Cohen）
說：「你是一個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的

人。我們歡迎你來，你到台灣去，請你

向蔣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轉達幾句話：

首先，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們

的老朋友，他認識毛主席，也認識我。

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最後一次談判是

在南京，那是1946年，那次談判破裂以

後，接著打了三年內戰，至今還沒有結

束。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說，

我們永久不再談判。我們從來沒有把和

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

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主

張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

要他贊成和談。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

在他手裡，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

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

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

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

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入

歷史，中國共產黨講話是算數的，我們

說的話是兌現的，我們從不欺騙人。」

（註一）

章士釗帶信到香港

也就在這種背景下，透過周恩來

的安排，章士釗（行嚴，湖南長沙人，

1881-1973）於同年春天帶著中共中央給

蔣介石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台灣派在香

港負責國民黨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

報》的許孝炎。許孝炎（1906-1980），

字伯農，湖南沅陵人，北京大學預科，

旋升英文系肄業。抗戰期間，連任第

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1948年
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大陸易手後，中

央為加強港澳地區反共宣傳，特創辦

《香港時報》，以許為董事長兼社長，

歷時二十餘年，經常奔波於台港之間。

章士釗與許孝炎都是湖南同鄉。抗

戰時期，兩人同為參政員，交往密切，

關係甚好，這次他們在香港重逢，分外

親熱，亦感嘆良多。章士釗向許孝炎大

談中共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實現第三

次國共合作的設想與誠意，並拿出中共

中央給蔣的信，委託他親手轉交蔣。

在給蔣介石的信中，中共提出的辦

法是：除了外交統一由中央處理外，其

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

理，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

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台灣社會改革從

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

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國共雙方

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

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

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

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註二）

許孝炎的回應

桶子要還我」，竊嫌搬還空桶並自首，

老闆獲知他的困境和用途，不但要求警

方免訴究，還當場捐錢再送裝滿瓦斯的

桶子，派出所員警慨贈食物送到住處，

里長協助申請社會局補助。

遠古有「劃地自牢」作自囚，「無

為而治」的盛世，我們也從茲看到當代

升斗小民高貴的情操！

遊子還鄉度春節，南回北返老弱，

行囊超多，難免上下車站樓梯負重過

勞，弘道國中張貼公告，招募義工，充

當「臨時孫子」，協助拉抬搬運，近百

學生，主動參加，手持「新年快樂！行

李幫你抬」中英文看板，他們從生澀腼

腆過程，漸入佳境，贏得歸國華僑稱讚

「比我的孫子還體貼」，中外旅客感

動，親見台灣之美，弘道之善。

寒流來襲，關山國小兩位教師，

原想為偏鄉學生徵集50件二手冬衣，輾

轉求助台北敦化國小，家長透過臉書號

召，短短四天收到三百多箱衣物，最遠

還來自馬來西亞，除了全新用品，也輸

將金錢，俱見愛心不孤三冬暖。

北市萬華「刈包吉街友宴」，由廖

榮吉出錢出力，於春節前後連辦四天，

集資宴請街友，假河濱公園，每日兩

場，計共廣開千桌，不限身份年齡，盍

興爭來，11道菜色，還提供千份紅包，

每份200元，分送與會者，開心就好，26
年來已舉辦了19次，還有人遠自高雄專

程赴會者。

這是不為競選、不為養士的另類孟

嘗，其善舉出自無私大愛，堪稱他們共

同點燃了光明社會的火炬！（作者為本

會理事）

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則有如鏡花

水月，榮枯立現，大陸自改革開放，造

成瞬間暴富，官則豪奢，民則競炫，尤

以土豪遊旅，出手忘形，除了銅臭，更

無其他，横看豎觀，這樣的人文都難謂

對稱，貪腐陋習，由此滋生。

習李登場，明知根除此一惡質，艱

鉅重重，仍然雷厲風行，明示決心「打

鐵還得本身硬」自期。這種魄力，無論

成敗，已具「不讓青史盡成灰」的氣

概，這個官二代的使命感，來自「江山

是他父執打下的」，當然不能搞砸了！

奢靡之風的遏止，也自政商之間的

酬應，讓羣眾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

蔣經國倡導勤儉，以五菜一湯「梅

花餐」宴客，大雜燴則美其名為「復興

鍋」，警政署長鄭澤光娶媳，喜筵辦桌

逾限，涉嫌鋪張，立即丟官；馬英九在

黨內有自行其是的固執，遇到反對黨的

異聲，則畏首畏尾，以致難聚向心力。

嚴家淦的圓融而得人和政通之利，

也殊少維安問題的顧慮；陳水扁的官邸

須銅牆鐵壁，李登輝須倍增隨扈，馬英

九有「威鞋」之懼，府衙急設花壇為屏

障，史冊留「芳」，已失華彩；畢竟評

價是穿透威儀與圍籬的。

喜見人間好事多

我們有墮落的國會，因為公忠體

國，俯念民瘓之立委殊少，以權謀私者

居多。但綜觀社會大眾的愛心，好人好

事還真的令人鼓舞。

台中一對以打零工維生的夫婦，收

入不穏兼負債，在市場麵攤偷了一桶瓦

斯，只為燒水給小孩洗澡和泡麵，麵攤

老闆不想報案，僅貼告示「瓦斯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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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蔣介石拍板定案。蔣在宋宜山和陳克

文二人之間，經過一番比較，最後確定

派宋宜山赴大陸。

蔣介石之所以選擇宋宜山，可能基

於以下幾個考慮：

1.宋宜山是蔣的學生，從南京中央

黨務學校畢業後，派往英國留學，歸國

後一直在中央黨部工作，被認為比較忠

於蔣介石，並對黨忠貞。

2.宋宜山是立法委員，屬中央民意

代表，身分比較靈活。

3.宋宜山的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

級將領，被解放軍俘虜後，關在戰犯管

理所改造，宋宜山若到北京去，可以說

去探親。

4.宋宜山是湖南人，而中共若干主

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劉少奇、李維漢等

也都是湖南人。中共中央派往香港活動

的章士釗也是湖南人，利用鄉情進行對

話，比較方便。（註六）

宋宜山在北京會見了周恩來

許孝炎回到香港後便安排宋宜山

赴大陸，並告訴宋宜山，唐生智的弟弟

唐生明將協助他完成任務。唐生明對宋

宜山來說並不陌生，他們兩人早在國民

黨南京政府時期就認識，因為都是湖南

人，在香港的湖南同鄉會聚會時也常見

面。唐生明是位活躍在國共兩黨之間的

人物，1950年他到香港做生意，這時他

已回到北京，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這樣，繼李次白之後，宋宜山便奉

命於1957年密訪中國大陸。

宋宜山接受台灣方面的使命後，

就積極準備回大陸的各項事宜，其中最

關鍵的是要與中共的上層取得聯繫。為

此，1956年6月宋宜山找到剛從大陸返回

香港的程思遠，向他說明來意，並希望

程思遠能幫忙為他聯繫回大陸的途徑。

1957年4月，宋宜山以探望弟弟宋希

濂為由，辦好各種手續，從香港經廣州

順利回到北京。在站台等候和迎接他的

是湖南老鄉唐生明。唐生明把宋宜山安

頓到新僑飯店住下後，就告訴他一個十

分值得興奮的消息，過兩天周恩來要請

他吃飯。

宋宜山在飯店裡休息了兩天，等待

著與周恩來會面。第三天，周恩來請他

到北京著名的東興樓吃飯。

宋宜山一走進餐廳，周恩來逕直朝

他這邊走來，與他親切握手，並表示歡

迎他來北京。

見面後，周恩來告訴宋宜山，他讓

唐生明接待，是因為你們是老鄉，前幾

年在香港還見過面，十分熟悉。同時，

周恩來還談到唐生明跟共產黨做朋友的

歷史很長，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

國共產黨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候，就得

到唐生明的同情和支持，並在南昌起義

和秋收起義中提供過槍枝彈藥和其他物

資，還營救和掩護了一些傷員。對唐生

明與共產黨有這樣一段歷史關係，宋宜

山還是首次聽到。

宋宜山也向周恩來介紹了國民黨方

面對唐生明的看法，特別提到抗日戰爭

時期，唐生明為了執行「特殊任務」，

滲透到汪精衛政府裡去，忍受了各種誤

會和委屈，為國家和民族做了許多工

作，受到國民黨方面的肯定，特別是受

到蔣介石的讚賞。

隨後，他們把話題轉到了國共和談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

回台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

石，並將他與章士釗會談的情況做了報

告。蔣介石聽後，再展開信件，反覆看

了幾遍，長時間默默無語，他思考的可

能是「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

恙」兩句話，但當面未做任何指示，許

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一年之後，1957年初，蔣介石突

然又召許孝炎回台北，與他進行了長時

間的密談。蔣介石認為：「基於『知己

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共發

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京一

行，了解中共的真實意圖。」至於人

選，不擬自台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並

讓許孝炎推薦人選。許孝炎根據蔣介石

的原則，經過反覆斟酌，決定在留居香

港的立法院的人員中挑選。他認為立法

院是國民黨中央的民意機構，從中挑選

人到大陸，身分比較靈活。（註三）於

是他提出了三個人選，請蔣介石做最後

決定。

第一位是童冠賢（1894-1981），名

啟顏，字冠賢，生於河北省宣化縣，天

津南開大學專科畢業後，公費留學日本

早稻田大學，並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

組織，1925年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教

授，抗戰期間，任中央大學教務長兼充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監察委員。1948年1
月當選立法委員，嗣任立法院長，大陸

淪陷後，避居香港，任教於崇基學院。

（註四）

第二位是陳克文（1898-1986），

廣西岑溪縣人，廣東高等師範畢業，

畢業後加入國民黨，投身革命事業，

1925-1927年間，他先後在粵省黨部、

中央黨部和農民部任職。1935年進入行

政院擔任參事，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

在大局風雨飄搖中臨危授命，出任立法

院秘書長，但不久即辭去祕書長職務，

在香港定居，編輯《自由人》半週刊。

（註五）

第三位是宋宜山，湖南湘鄉人，早

年畢業於南京中央黨務學校，曾被派赴

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歸國後曾任中央訓

練團講師、中央政治學校教授。1948年
當選立法委員，國民政府遷台後，在香

港定居。

同時，許孝炎找到每個人交底，告

知是蔣介石交辦的特殊任務，並要求答

覆是否願意接受。宋宜山、陳克文表示

願意從命，童冠賢則加以拒絕。

宋宜山雀屏中選

許孝炎到台灣後，向蔣介石遞交了

人選名單及其對特殊任務所持的態度，

▲宋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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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

出版社，1997），上卷，頁559。
註二、劉衛林編著，《國共對話祕

錄，1949-1979》（台北：靈活文化公

司，2006），頁111。
註三、黃修榮著，《國共關係史》

（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下卷，頁

2101。
註四、詳細經歷，請參閱劉紹唐主

編，《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出版

社，1992），第13冊，頁307-309。
註五、詳細經歷，請參閱陳方正，

〈編者序〉，收入氏編，《陳克文日

記，1937-195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出版，2012），上冊。

註六、黃修榮著，《國共關係

史》，下卷，頁2102。
註七、同上註，下卷，頁2104。

（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廈門僑辦經貿考察團李湘瓊團長來訪

廈門僑辦經貿考察團李湘瓊團長率

團一行五人，103年2月27日來訪。理事

長陳三井偕同常務理事趙麗屏、理事沈

寶玉、黃呂美蘭、秘書長王中導接待。

陳三井致歡迎詞表示，去年我們

接待七個大陸涉僑單位，其中來自廈門

團體有二個，我們去年六月出席廈門海

峽論壇及陳嘉庚百年慶祝活動，顯示我

們與廈門關係深厚。今年是我們第一次

接待大陸僑團，感到非常高興，福建與

台灣一水之隔，而台灣人大多數來自福

建，在血緣文化上有臍帶關係，希望未

來雙方能繼續交流。

李湘瓊係廈門僑辦處長，對於本會

盛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謝，她簡介廈門地

理環境、經濟發展現況及居住品質，都

是居大陸各城市的前段班，是投資的最

佳選擇。她說，今年六月第六屆海峽論

壇，將在廈門好好招待我們，以盡地主

之誼。

團員中的胡英、柯佳育是廈門僑辦

負責經濟科技事務，另兩位盧紹基、賴

州文均是紐西蘭華僑，在廈門分別開設

生技及畜牧業，此行將考察台灣生技及

養豬技術。

餐敘上「感情深 一口悶」，氣氛熱

烈。隨後，參觀會館並在會館大樓及國

父「天下為公」墨寶留影。（編輯室）

問題。宋宜山提及台灣方面派他來的目

的就是了解中共對和談的意向。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總的來

說，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裡，我們都是一

家人嘛。抗戰勝利在重慶談判的時候，

蔣先生說，大革命的時代，國共兩黨的

同志們曾在一個屋裡開會，共一個大鍋

吃飯。我希望我們還會再一起合作。具

體的問題，李維漢先生跟你商談。」

最後，周恩來提到了在立法院與宋

宜山共事的童冠賢。周恩來說，當年自

己在國外留學時很苦，曾得到過童冠賢

的幫助，希望宋宜山回香港後一定轉告

童冠賢，歡迎他回國定居。

統戰部長李維漢開出了具體條件

根據周恩來的安排，中共中央統戰

部部長李維漢不久會見了宋宜山，並代

表共產黨方面與台灣派來的宋宜山進行

了會談。

李維漢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

和談及其未來合作的具體意見，這些意

見是：

1.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祖

國的和平統一；

2.台灣可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

治區，實行高度自治；

3 .台灣地區的政務仍歸蔣介石領

導，中共不派人干預，而國民黨可派人

到北京參加對國家政務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不

容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李維漢還表示，國共兩黨要先在香

港進行談判，如能實現，他將率團前往。

對中共所提條件，宋宜山沒有表示異議，

他說回台灣後，將向蔣介石報告，並為

促成兩黨談判而努力。（註七）

宋宜山不討喜的報告

由於宋宜山訪問大陸的任務僅僅是

了解共產黨對台灣以及對國共合作的真

實意圖，僅僅是「摸底」而已。因此，

宋宜山不敢表態，也不能為這次會談提

供任何台灣方面的意見。

會談後，宋宜山專程到功德林戰犯

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並得到宋希

濂不久將被特赦的喜訊。在唐生明的陪

同下，宋宜山參觀了四季青高級農業合

作社、石景山鋼鐵廠，還遊覽了故宮、

頤和園等文化古蹟。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兩週後，於5月初

返回香港。回港後，他將這次赴大陸的

情況，翔實地寫了一份一萬五千字左右

的詳盡報告給台灣當局。報告主要內容

為：1.他與周恩來、李維漢的見面及商

談，中共方面關於國共和談及國共合作

的四條具體意見；2.他赴大陸後沿途及

到京的耳聞目睹的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3.提出他個人對國共和談問題的意見和

看法。他在報告最後寫道：「我認為，

中共意圖尚屬誠懇，應當響應。大陸從

工廠到農村，所到之處，但見政通人

和，百業俱興，民眾安居樂業，與中共

魚水相依。」

宋宜山的這份書面報告，由許孝炎

帶回台北面呈蔣介石。據宋宜山後來對

程思遠說，蔣對宋宜山在報告中對大陸

方面的頌揚很反感，就把這件事擱置了

起來。

1957年，大陸反右鬥爭展開，宋宜

山再沒有去大陸。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