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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密使路之三

曹聚仁穿針引線大陸行
▓舊庄居士

「謎樣人物」曹聚仁

比起前一、二篇所談的李次白、宋

宜山，曹聚仁的傳記資料較多，已知的

有《自由報人─曹聚仁傳》（盧敦基、

周靜合著）（註一）、《曹聚仁研究》

（李勇著）（註二）、《曹聚仁傳》

（李偉著）（註三）、《曹聚仁：微生

有筆月如刀》（丁言昭著）（註四）

等，其重要性顯然亦愈來愈大。

根據傳記文學出版社所編的《民國

人物小傳》第六冊，可簡介如下：

曹聚仁(1901-1972)，字挺岫，筆名

丁舟、丁秀、天龍、姬旦、陳思、趙天

一、袁大郎、彭觀清等。浙江金華人，

浙江省立一師畢業。早歲至滬，以邵力

子之介，任鹽商吳懷琛家庭教師。其間

嘗兼民國女子中學、上海大學附中國文

教員，又經常為邵主編之《民國日報》

副刊「覺悟」撰稿，並拜章炳麟（太

炎）為師，與柳亞子、陳望道等發起組

織「新南社」，其後歷任上海藝術專科

學校、暨南大學教授，歷兼博志大學、

上海師範、杭州師範、中國公學等校之

國文教授。1931年任《濤聲》半月刊主

編，並為《申報》、《自由談》、《申

報週刊》、《立報》、《言林》長期撰

稿，同年兼復旦、大夏大學文科教授。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滬戰事

爆發，編輯《前線日報》，後任戰地

記者。在淞滬隨軍二月餘，後往返於

皖南、浙東、贛東一帶，其始為《立

報》、《大晚報》、《星島日報》撰寫

戰地通訊，後轉入《中央社》參加戰地

工作組。1938年，隨軍到魯南，並開

始蒐集抗戰史料。抗戰期間，嘗任贛州

《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輯，大刀闊

斧，使太子系為之側目，時人有「陳布

雷第二」之說。1945年8月，抗戰勝利，

重返上海。

1947年，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

授，出版《中國抗戰畫史》。1950年
夏，南下香港，任《星島日報》主筆，

其後從事寫作，先後為香港《星島日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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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星島晚報》、《循環日報》、

《晶報》、《正午報》、新加坡《南洋

商報》撰稿，又在港創辦創墾出版社，

主編《新生年代》雜誌，與徐訏、李輝

英等合辦《熱風》半月刊。1956年，以

記者身份訪問中國大陸，「為祖國統一

做橋樑」，其後復多次進入大陸，為毛

澤東、周恩來接見，成書多種，極盡為

中共吹捧之能事。1972年7月，因癌症病

逝澳門，年72歲。（註五）

綜上所述，曹聚仁集學者、教授、

作家、記者於一身。他腹笥深厚，讀書

廣博，早歲即顯露過人的才華，終生筆

耕，寫有四千餘萬言，成書七十餘本。

他的文風有別於魯迅的辛辣，周作人的

沖淡平和，豐子愷的溫存善感，三家之

外獨樹一幟，文才與文采都是不可多得

的。他對國學、史學、新聞學、現代文

學均有卓爾不群的貢獻，在中國現代文

化史上有重要地位。但多少年來，人們

一直把他淡忘。（註六）

曹聚仁與蔣經國的關係錯綜複雜。

從身份方面談，時而師友，時而幕賓；

以時間而論，直接過從雖僅四、五年，

但此後斷斷續續，一直維持到曹氏離開

人世。

曹聚仁與蔣經國

1938年8月16日，曹聚仁以《中央

社》特派員的身份，於江西南昌訪問蔣

經國(時任江西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初次

見面後，曹聚仁寫了一篇訪問記，稱蔣

經國為「一個政治新人」，秉筆直書他

的感想：「記者細細地、靜靜地看他的

行止，他和勞苦民眾相接近並非矯情而

為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義，勞力的價

值。他自然而然親近那些用自己血汗掙

飯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著

一群有血性的青年；自然，也有人覺得

頭痛…。」愉快的初見，雙方都有深刻

的印象。其後受到贛南新政的影響，曹

聚仁甚至全家定居贛州，為蔣經國接辦

《正氣日報》，而且辦得有聲有色，把

蔣經國捧為「蔣青天」。

曹聚仁與蔣經國之間，從開始接

觸到合作共事，有數年之久，對蔣經國

的生活、思想均有相當程度的理解。

蔣經國自己就說過：「知我者，曹公

也！」1948年，曹聚仁的《蔣經國論》

在上海出版，這本書是最早問世的蔣經

國傳記。50年代後，曹移居香港，又把

《蔣經國論》幾乎重寫了一遍。曹氏文

史貫通，文筆洋洋灑灑，如行雲流水，

故此書問世後，有很好的反響。《蔣經

國論》的副題為「五十年來功過得失總

論」，內容分為三大部份：一、一代傳

奇人物蔣經國；二、留學蘇俄深悟民主

▲蔣經國任贛南行署專員，攝於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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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全家福，曹聚仁與太太鄧珂雲，後排
自左至右為曹雷、曹景仲、曹景行。

政治；三、抗戰勝利帶來的內戰危機。

正文有廿小節，另有後記，探討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

這本書成功之處，有以下幾方面：

1.恰如其分地直言蔣經國的功過。

2.多層面地展示蔣經國的性格。除

曹聚仁外，還沒有人能這樣生動分析蔣

經國複雜的性格，而且鞭辟入裏。他寫

道：「…說起來，經國也正是哈姆雷特

型的人物，他是熱情的，卻又是冷酷

的；他是剛毅有決斷的，卻又是猶豫不

決的；他是開朗的黎明氣質，卻又是憂

鬱的黃昏情調。他是一個悲劇性格的

人，他是他父親的兒子，又是他父親的

叛徒！」

3.給神話人物還以人的本來面目。

在贛南，以至離開大陸前在上海

的蔣經國，都曾被看成神。但曹聚仁將

他還原成人，凡是人總有男女私情的弱

點，不安於平凡，且不免於派系的鬥

爭。（註七）

曹聚仁在香港增補的〈如是我聞〉

篇，對蔣經國的性格又有一番補充：

「他是多情的，卻是十分冷酷的；他是

活潑天真的，卻又是嚴肅呆板的；他時

常為大自然所迷醉，願意過隱居的生

活，卻又是愛在擾攘的紅塵中打滾，以

鬥爭為快意。這是哈姆雷特的悲劇性

格。」

曹氏論蔣經國，自然離不開蔣介

石。兩蔣合論，尤見精彩。請看：

「經國回國以後，蔣先生要他孤

立著過活，養成一種不可測的神情。其

實，蔣先生自己的神秘就是有限得很，

他處處在玩弄自己的左右，事實上，倒

是他的左右在玩弄他、包圍他。」

「經國是吃過麵包的人，比之蔣先

生沒吃過麵包、喝過海水，自然高明得

多。蔣先生不會演說，不會招待新聞記

者，使人畏而不能使人敬，要做民主國

家的領袖就差那麼一大截。經國的外在

條件當然很夠了，可惜以曾國藩自況的

蔣先生，所以教育這位曾紀澤的，並不

用現代化的知識，而要他回到居敬存誠

的理學路上去，當然失敗了！」

「經國這個人是不會居敬存誠，卻

也不善於玩弄權術的。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經國為人，

聰明則有之，平淡則未也；他們都不是

足以轉移世運的人。」（註八）

穿梭兩岸密使

在50、60年代，曹聚仁擔當過台海

兩岸高層領導之間的密使，幾乎已是公

開的秘密。1956年7月，曹聚仁透過香

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介紹與北京

邵力子的安排，名義上以新加坡工商考

察團隨團記者的身份，前往大陸採訪，

實際上「為祖國統一做橋樑」。在邵力

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人陪同下，

周恩來總理曾賜宴頤和園，並先後接見

三次。

7月16日下午，周恩來邀請曹到頤和

園夜宴，陪同的有陳毅、張治中、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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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夫婦等。晚宴結束後，主賓六人遊昆

明湖。曹聚仁就6月28日周恩來在人大三

次會議上所作「和平解放台灣」的講話

問周：「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

有多少實際價值？」周回答：「和平解

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完全相等。…

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

可以合作。…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

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

可以坐下來共商量安排的。」邵力子對

曹聚仁說︰「你有許多條件，又有海外

地利之便，這點你要多做些。」曹會心

地點點頭。當陳毅問說：「曹先生不會

推辭吧？」曹十分爽快地回答：「那

裡、哪裡，聚仁身為炎黃子孫，義不容

辭。」（註九）

會後，曹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
周恩來會見記〉為題，把這次接見撰寫

成文，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南洋商

報》第3版上。席上，曹稱周是「政治外

交上的隆美爾」（Erwin Rommel，德國

陸軍大元帥，綽號「沙漠之狐」，二戰

期間揚威非洲）；推崇陳毅（副總理）

是「了不起的人物，上馬能武，下馬能

文；既是將軍，又是詩人。」從此，曹

氏的人生道路產生新的轉折，由出世到

入世，從自由主義轉向愛國主義。

同年9月，曹聚仁又匆匆北上，再

到北京，做了10月1日國慶典禮台上的

貴客。毛澤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見了

他，並作長談。曹提起《沁園春》的詞

句，當面誇毛「走向超過成吉思汗的道

路了」。毛承認「蔣氏在現代中國史上

有他那一段不可磨滅的功績」，並表示

「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

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

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

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其後，周

恩來又宴請曹聚仁，話題又涉及台灣問

題。曹問：「台灣回歸後，對蔣介石如

何安排？」周答：「蔣介石當然不會做

地方長官，將來總要由中央安排的。台

灣還是他們管，如果辭修（陳誠）願意

做台灣的地方長官，蔣經國只好讓一下

做副的。其實，辭修、經國都是想幹些

事的，辭修如願到中央，職位當不在

傅宜生（作義）之下。經國也可以到中

央。」

1957年，曹聚仁穿梭往返於香港、

北京有6次之多，這當然也由於台北有

了回應。台北派蔣經國贛南新政時的親

信王濟慈與曹聚仁聯繫，做傳話的信

使。同年春天，來自台北的立法委員宋

宜山，到北京作試探性的訪問（見前

篇）。宋宜山回台復命後，曹聚仁留在

香港。

曹聚仁的書面報告
其後，曹聚仁復風塵僕僕，席不

暇暖訪問中國，足跡所到之處，甚至包

括廬山與溪口。回港之後，曹氏寫了一

份書面報告送往台北。根據這信函的報

告，交待了如下的一些事實：

1.奔走只是為道義：

此次曹聚仁北行，係受台北之託，

遵命看了一些地方。

曹是道義上為台奔走，事成後做歸

隱的嚴光。坦蕩心跡，於此可見。

台方有「原定的計畫」，可見雙方

已透過曹有了接觸。

台方原有派員到大陸遊歷之說。

2.進言「和平解放台灣」為兩利。

3.匯報廬山美廬依舊，溪口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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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

曹聚仁有位朋友叫王方，曾在香港

的《七十年代》上發表一篇〈記一次中

國統一的秘密談判〉，寫這篇文章的時

間是1978年4月21日。該文透露了一個大

秘聞，大約在1965年之頃，大陸文革發

生之前，蔣介石外受美國各種約束，內

受台籍同胞反對其統治的壓力，頗有意

與中共談判統一。蔣經國奉命，與以前

他在贛南任行政督察專員時，曾以師友

相視的當時居留在香港，而與北京當局

有一定關係的歷史學者與老作家曹聚仁

接洽。

六項協議內容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與籌備，蔣

經國在極神秘情況下，派了一條小船，

專程到港迎接曹聚仁前去台灣。曹登岸

以後，立刻坐直昇機前往南投日月潭的

蔣氏官邸（涵碧樓）。蔣氏父子聽取曹

密訪北京報告，經幾次商談，在曹「國

共再攜手，一笑泯恩仇」說動下，雙方

達成一個「與中共關係和平統一中國」

的談判條款。草案當時稱為「六項協

議」，其內容如後：

1.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

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一省區，仍任國

民黨總裁。

2.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

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

須「耕者有其田」，其他內政完全交由

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廿年為期，期

滿再行洽商。

3.台灣不得接受任何軍事與經濟援

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

數額，照撥補助。

4.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

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

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在台灣。

5.廈門與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

作為北京與台北間的緩衝區與聯絡地

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

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

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6.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

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准

降低。（註十一）

由上可見，曹聚仁為兩岸的和平統

一，確實費了一番心力。無奈「謀事在

人，成事在天」，正當和議即將實現，

中國大陸卻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浩劫，即

「文化大革命」。消息傳到台灣，蔣氏

父子由疑慮到改變主意，和平談判一事

亦告擱淺。

1972年1月，曹聚仁致函《大公報》

社長費彝民，自稱「海外哨兵」，對促

成兩岸和談一事，頗有力不從心之慨。

信中自白說：「弟在蔣家只能算是親而

不信任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

子侄輩，肯和我唱說的已經是行尊了。

弟想要成為張岳軍，已經是不可能了。

老人已經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後

主，這不可能的了。」（註十二）

1998年3月8日至10日，《聯合報》

連續三天，以整版篇幅發表曹聚仁的女

公子曹雷所寫的長文〈父親原來是密

使〉。曹雷的文章發表後，在台北引起

極大反響。

曹聚仁的好友，原《前線日報》社

社長、總統府資政馬樹禮，堅決否認其

事：

第一、據其了解，外間所傳兩岸透

過什麼人談和的事，都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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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經國先生到台灣後，對大陸

上他的所有朋友、部屬的來信，一概拒

收，從來不看。據經國先生機要秘書蕭

昌樂告知，曹聚仁確實有幾封信給蔣經

國，但他並沒有看到，因蕭君已奉命把

所有來信都毀了。

曾在贛南工作，也是報人，和曹

聚仁熟識，自稱最有條件說話的漆高儒

（他追隨蔣經國多年，著有《蔣經國評

傳》）也表示否認。他說，曹聚仁應該

不是「密使」，絕對沒有到過台灣，

「這應是他病中夢囈的話，一個精神受

到刺激的老人，常常會把生活中未實現

的事，幻想成為實景，…日有所思，病

有所說。」他又說：「周恩來最長於

搞統戰，聽聽曹聚仁的意見，姑妄言

之，姑妄聽之，讓你曹聚仁去談談又何

妨！」至於曹聚仁和蔣經國的聯絡，則

是此路不通，搭不上線。因為「蔣經國

根據過去國共和談的經驗，訂了對中

共的三不原則：不接觸、不談判、不妥

協。這是在八二三砲戰前所定的。」

台灣知名文史學者，曾在胡宗南、

孫立人身邊參贊過戎機的張佛千，他認

為密使可能有其事，台北方面十分注重

保密，只有口傳，不留文字。

台北的老報人陸鏗（抗戰時期曾

任《中央日報》採訪部主任）則完全肯

定曹聚仁是密使。他以台北派宋希濂胞

兄宋宜山到北京試探和談可能性為例，

「由此觀之，當時台北對大陸未採取完

全隔離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曹聚仁被

北京方面派來從事兩岸中介或溝通角色

的機會非常大。」（註十三）

總之，曹聚仁的一生，撲朔迷離，

被人稱為「謎樣的人」。他服膺「烏鴉

主義」，自稱「烏鴉文人」。他最不愛

寫文章，但卻不能不靠賣文以為活；他

從來與世無爭，處處讓人，不幸卻落

在最愛相輕相妒的文人圈子裡。曹聚仁

一向自稱是「一生站在政治邊緣上的

人」，曾以但丁自比，晚年孜孜以求

的，也就是「謀國家的統一」。可惜他

「壯志未酬身先死」，他是帶著遺憾而

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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