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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註二），頗能概括章士釗的一

生。

章士釗成功轉交一封信給蔣介石
1956年春，中共對台發動了第一

波和平攻勢，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

作」的呼籲，令參加過1949年北平和談

的章士釗為之激動不已。章士釗向周恩

來總理主動請纓去香港，要找他滯留在

香港的一些國民黨故舊，去向蔣介石做

工作，溝通與台灣的關係，爭取實現新

一輪的國共談判。毛澤東、周恩來同意

了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

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

港，通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

章士釗到香港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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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都是湖南同

鄉，抗戰時期同為參政員，交往密切，

關係甚好，這次他們在香港重逢，分外

親熱，寒喧過後，章士釗拿出中共中央

給蔣的信，委託他親手轉交給蔣介石。

在這封信中，中共方面提出了台灣

與大陸統一的具體辦法：

1.除了外交統一於中央外，其他台

灣人事安排、軍事大權，由蔣介石管

理；

2.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共

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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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協商；

4.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

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信的結尾寫道：「奉化之墓廬依

然，溪口之花草無恙。」信中用這樣的

字句，是想告訴他蔣家墓地和住宅均完

整無損，並不像港澳有的報紙說的：

「蔣氏墓廬已在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

運動中蕩然無存。」（註三）後來的發

展，請參閱〈迢迢密使路（二）：宋宜

山大陸行的為和談「摸底」〉，此處不

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宋宜山在北京

時，章士釗曾接待過他。

周恩來統一領導對台工作
在以後的日子裡，周恩來親自領導

了爭取以蔣氏父子和陳誠為首的台灣高

級軍政官員的工作。他和毛澤東經常利

用會見賓客的場合，提出對國共和談的

一些具體設想和辦法。內容主要是：如

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

灣將來是要實行社會主義的，但何時進

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

蔣先生的同意後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

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

特務來大陸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

▲章士釗的墨寶。

「和談專使」章士釗璀璨一生
章士釗（1881-1973），湖南長沙

人，字行嚴，筆名甚多，包括黃中黃、

章邱生、孤桐、青桐、秋桐等。他的一

生，經歷了清末、民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三個時期，早年是反滿革命的宣傳

家，與不少著名的革命黨人如黃興、蔡

元培、章太炎、吳稚暉等關係匪淺。先

留日，後留英，思想漸趨溫和，在革命

黨與立憲派之間，保持一種理性的中立

態度。以後他又參與護國之役，講學北

大，追隨岑春煊南下護法，參加段祺瑞

迢迢密使路之四

章士釗為和談鞠躬盡瘁
▓舊庄居士

臨時政府出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在

上海灘當律師。抗戰期間，他當過國民

參政員，行憲後當選立法委員。他參加

過1919年的南北上海和議，也參加過

1949年的國共北平會談。

他的經歷極其複雜，而他本人交

友廣闊，因此他的朋友既有清末的諸多

著名革命黨人以及民初的許多國民黨

人，也有清末的立憲派以及民初的進步

黨人；既有政學系中的諸多要角、西南

地方實力派中的大老，也有北洋政府中

的一些要人；既有一些思想相對保守的

保守主義分子，也有鼓吹新文化、新思

潮的人物，甚至有不少共產黨人。正因

為他有著這樣廣泛的社會關係，所以在

1949年的國共和談中，國民黨的代表團

就有他這樣一位也是唯一的一個不是國

民黨人的代表。迨和談破裂，從此留在

北平不再南返。

中共政權建立後，畀以「中央文史

館」館長、全國政協常委及第一、二、

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務院法制委員會

委員等職。章士釗在中年時嗜好鴉片，

晚年體質孱弱，不耐北平寒冷，經毛澤

東特許，經常至香港避寒。（註一） 
韓戾軍對章士釗有一個總評：「以

人而論，他終歸為國士，為君子；以才

而論，他不愧為通才；以學而論，他精

通文學、邏輯學、法學等多種學問」，

「他一生亦學亦政，在宦海與學濤中

▲坐落於上海福壽園的章士釗先生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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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6月19日，周恩來接見並宴請

台灣知名人士陳逸松和夫人，曾經闡明

對台灣問題的看法。他指出，我們希望

盡快解決台灣問題，但「傳檄而定」的

時候未到，要造成一種形勢，把各種條

件都估計足，目前，國際形勢是最主要

的條件。（註七） 
周恩來始終認為，與台灣方面對

話，章士釗居中聯絡是再合適不過的人

選。但此時的章士釗年事已高，頭腦雖

然清晰，耳朵卻聾得厲害，加上他幾年

前曾在病床上掉下來造成骨折，致使腿

部肌肉萎縮，行動不便，只能靠輪椅代

步。因而派章士釗去香港聯絡，確是一

件很難決定的事。於是，周恩來把章士

釗的赴港想法報告了毛澤東。

1973年春天，正是「中美上海公

報」發表一週年的日子。毛澤東在一次

會見外賓時，突然向翻譯章含之（章士

釗之女）提到章士釗希望去香港促成國

共和談的心願，問章含之：「行老還有

沒有這個念頭？」章含之回答：「有，

不過周總理和我都覺得他年歲太大，恐

怕去不了。」毛澤東想了一下說：「我

們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

呢？譬如說派個專機送去？」最後，毛

澤東要求周恩來考慮一個周到的計畫，

安排章士釗在能夠保證健康的條件下去

香港。

在周恩來周密安排下，91歲高齡的

章士釗於1973年5月25日從北京乘專機啟

程赴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

章士釗表示此次赴港一定要完成中共交

給的特殊任務。

章士釗到香港後，先後見到了許孝

炎、宋宜山、童冠賢等人。故舊見面，

頗多感慨，都為過去幾次沒能成功的談

判感到惋惜，並表示要繼續為祖國統一

盡力，通過各種途徑向蔣介石進言，以

促成國共兩黨的高級談判。

章士釗此次赴港所帶中共關於和談

條件與過去大體相同，即盡快舉行國共

兩黨談判，台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部分，中央可給予台灣省類似當年

陜甘寧特區的地位，經費不足可以由中

央政府負擔。如果台灣認為談判條件不

成熟，可以先進行官方或私人及團體互

訪，作一定接觸，暫不舉行談判。

章士釗病逝於香港
但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便

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

候的不適應，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
月下旬便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

轉重，雖經醫生盡力醫治，卻終不見好

轉。

6月底，周恩來立即指示派專機帶醫

生護士接章回北京。然而，飛機還沒來

得及起飛，章士釗便於6月30日病逝於香

港。7月2日，周恩來指示成立「章士釗

治喪委員會」，並派連貫代表人大常委

會與其家屬一起赴香港奔喪。（註八） 
有趣的是，據聞宋宜山和另外三

位立法委員在香港參加了章士釗的追悼

會，台灣方面便以「附共」的罪名，宣

布撤銷他們的立法委員資格。（註九）

（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註：

一、有關章士釗的生平經歷，請

參閱：《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

（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頁301-
302；《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出版

社，1977），第二冊，頁169-170；鄒小

站，《章士釗傳》（河南文藝出版社，

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

公佈。」

毛澤東表示台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

係歸還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現在台

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只要改接到

大陸來，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會。

對這個問題，周恩來還做了具體說

明：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

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

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

經國只好讓一下作副的。他還說：「其

實，陳誠和蔣經國都是想幹些事的，陳

誠願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

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來還表

示：「如果台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

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

來。為了進一步加強和平統一祖國的工

作，中共中央還指定各有關部門負責人

成立對台工作組，協助周恩來統一領導

對台工作。」（註四）

其後，周恩來又委託張治中、傅作

義寫信給蔣經國和陳誠，轉達中共中央

關於和談的方針和政策，囑咐他們在信

中一定要「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

感情」。他還抓住機會做國民黨元老于

右任的工作。有一次，章士釗告訴周恩

來，于右任在大陸的妻子過八十大壽，

于右任很惦記，怕她受到冷落。周恩來

立刻讓于的女婿屈武為她補行祝壽。

周恩來還透過章士釗、邵力子、

費彝民等海內外朋友以及蔣介石的前妻

陳潔如等向台灣傳話，促進相互瞭解。

周恩來聽說蔣介石非常掛念家鄉奉化的

情況，就請有關人士將題上「奉化墓廬

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照片，寄往台

灣。他還請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

介石內兄做政協委員，要求他們照顧好

居住在奉化的蔣介石親屬和居住在青田

的陳誠的姐姐。

周恩來工作細膩且充滿感情，他曾

請人給一位他很熟悉的台灣重要負責人

捎話說：「大陸熟人很關心他。」並帶

去陳年的白酒相贈，這位負責人感動地

說：「周先生還記得我喜歡喝白酒。」

（註五）

章士釗鞠躬盡瘁為兩岸和談
就在周恩來這股溫情攻勢下，章士

釗不顧年事已高，復於1962和1964年，

為溝通國共兩黨和談，先後兩次奔赴香

港，找到了與台灣方面有聯繫的朋友，

給台灣的于右任、胡適等人寫信聯絡，

為促進國共兩黨重開和談做了大量工

作。當時，港台許多報紙稱章士釗為中

共的「和談專使」。他打算通過私人關

係，向台灣高層轉達中共的和談條件。

據悉，他所轉達的條件有最低和

最高兩種。最低為雙方做官方或私人團

體互訪，先作一定接觸，暫時不舉行談

判；最高則進行國共兩黨會談，台灣承

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人

民共和國則給台灣省類似當年陜甘寧的

地位，可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黨組

織，經費不足亦可由大陸負擔。不巧的

是，大陸不久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章士

釗的和談奔走活動，不得不中斷。

由於國際和兩岸之間種種複雜的原

因，和談的進程十分艱難。但是，周恩

來並不氣餒，他常說：「急是無用的，

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解放台灣，下一代

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

種，把路開對了就行。」（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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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華工入美勞工名人堂
今年是連結美國東西岸的跨州鐵路

完工145週年，美國勞工部首次將19世紀

興建橫跨北美太平洋鐵路的「中國鐵路

工人」（The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登上大廳的「勞工名人堂」，以表彰19

世紀華裔鐵路工人貢獻，這是首批進入

「勞工名人堂」的亞裔族群。

5月是美國的「亞太裔傳統月」，

在數十位鐵路興建工人後代的見證下，

2014年5月9日，美國勞工部長裴瑞茲、

副部長盧沛寧與勞工後人代表虞容儀

芳，共同舉行揭示儀式。

這些在美國南北戰爭後1865到1869

年間，從大陸跨海到美國工作的1萬2000

名勞工，不但得冒著生命危險興建鐵

路，還得面臨低工資與社會的偏見及孤

立，可說是一部華工血淚史。

這些華工完成工程後，不但未受

到美國社會肯定，美國國會更於1882年

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入境美國

工作。直到2011年，美國聯邦參議院才

無異議通過，對當年的排華作法表示遺

憾。

華裔歷史學者虞容儀芳的外曾祖

父，18歲從廣東台山來美國興建鐵路，

她為先祖入選勞工名人堂感動不已。她

代表華工家屬致詞說，美國華工是一段

奮鬥、克服不公平的歷史，這項儀式是

認同當年這些華工的辛勤工作，以及完

成不可能任務的勇氣。

裴瑞茲說，這些華工從事艱辛危險

的工作，許多人因此喪生，活下來的也

得面臨惡劣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就連領

到的工資也比其他勞工少，這樣做在當

時是錯的，現在也是錯的。（編輯室）

1999）；章含之，〈前言〉，《章士釗

全集》（文匯出版社，2000），第一

冊；白吉庵，《章士釗傳》（作家出版

社，2004）；陳書良，《寂寞秋桐─章士

釗別傳》（長春出版社，1999）等。

二、韓戾軍，〈回眸青桐〉序，參

閱劉鳳橋，《章士釗師友翰墨》（萬卷

出版公司，2005）
三、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下

卷，頁2084。
四、《周恩來傳》，第三冊，頁

1436-1437。

五、《周恩來傳》，第三冊，頁

1438-1450。
六、《周恩來傳》，第三冊，頁

1442。
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

恩來年譜，1949 -1976》，下卷，頁

600。
八、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下

卷，頁2115-2116。
九、李立，《國民黨浮沉台灣：

從蔣氏父子到連戰馬英九》（台海出版

社，2008），上冊，頁207。

▲美勞工部長裴瑞茲、華裔史學者容儀芳。

▲華工修築鐵路的史實終獲美國重視。圖為僑社舉辦華人對美國貢獻特展。

廈門市僑聯鄧飊率團來訪

廈門市僑聯副主席鄧飊率陳文坑、

陳初安、陳群英、熊秀密、陳木金、劉

躍存、張文傑等幹部一行八人，2014年
7月7日蒞會訪問。理事長陳三井偕常務

理事沈大川、黃海龍、趙麗屏、理事黃

呂美蘭及《僑協雜誌》總編輯劉本炎等

接待。

理事長陳三井說，本會甫於六月組

團出席廈門海峽論壇及江西參訪，受到

廈門市僑聯熱情接待，今天迎來貴客，

我們報以熱誠，盡地主之誼。廈門論壇

兩岸涉僑團體熱情參與，復參訪福建、

江西歷史名勝，跑了二千公里，方知大

陸幅員遼闊，錦繡河山，歷史古蹟，人

文薈萃，不虛此行。

鄧飊則表示，在廈門若有招待不

周之處，請大家見諒。論壇大會由中國

僑聯規劃，廈門僑聯負責執行，人力有

限，不能面面俱到。他也簡單介紹大陸

「五僑」─僑聯、僑辦、僑黨、人大僑

委、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對僑工作，

組織綿密，保障歸僑及僑眷權益。

而今天也是非常特別日子，那就是

七七對日抗戰七十七週年，海峽兩岸都

曾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迫害，我們要記取

歷史教訓，實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國富民裕，就不怕外國勢力入侵。（編

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