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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帶領他的子弟兵，爭一日的長短。

宋楚瑜說，他要做大事，不在乎

做大官。但不做大官，如何能做大事，

除非能以慈濟的證嚴、佛光山的星雲自

況，他們所持者，不過是願景，宋先生

則仗衝冠一怒。

國、親兩黨為了興票案的2億4千

萬，爭議不休。宋營強調，此係選票計

算所得，則屬受惠於全民。宋楚瑜若果

不愛財，何不捐贈公益，還諸於民？

由於輿論對宋貶多於褒，認為就

算他的字典裡沒有「放棄」一辭，雄心

萬丈，但人生歷程有時就是回不去了。

因之，他必須造勢握機，還要權衡勝負

之數，才能定格。在回不去的路上，進

退維谷，故作懸疑，說在網路連署已達

25萬人門檻，實乃操術待勢，想從關鍵

少數，加注起雲劑，攪渾一池春水，無

視大江東去，自認餘勇可賈。不過，儘

管他凡所論述，綱舉目張，頭頭是道，

口若懸河，退役老兵們卻不喜歡他的權

謀，尤其曾與陳水扁攜手的失格，未能

換得真誠相待，成為敗筆

英國獨臂海軍上將納爾遜，於危

殆震撼之際，振臂高呼「大英帝國希望

她的子民，人人竭盡職責」乃得將士用

命，一戰而勝。宋楚瑜除了「鞭」馬，

尚無救亡圖存、氣壯山河的氣概。

記得我國在「反共抗俄、漢賊不兩

立」期間，周書楷在聯合國與蘇聯代表

握手，引發議論。他說：「若對國家有

利，即使和魔鬼握手也願意。」

宋楚瑜於今加入戰團，予人的觀

感咸在一黨之利，個人政治生命最後一

搏，影響大局如何，尚待觀察。

直道而行的小馬哥，能否以拙制

巧，俱須接受高度智慧的考驗。（作者

為本會理事）

▲「反共抗俄、漢賊不兩立」時期所立的石碑，深具歷史價值，圖為位於大屯山石
碑。

讀史散記
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

▓陳澤豐

一部創新的傳記書寫

莎士比亞曾說：「有些人生來就偉

大，有些人成就偉大，還有些人不得不

偉大。」隨著《蔣介石日記》的開放，

蔣介石傳記不但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有關蔣介石傳記的書寫也逐漸在改變。

根據本書策劃呂芳上教授的說法，過

去有關蔣傳的書寫，大約可歸納為三個

寫法、四個觀點。先談寫法，形態上，

一是偉人傳。在黨國體制下，這樣的歷

史很可能變成宗教史，即使有各種新資

料出現，書寫方式也容易浪漫化，滑向

「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開

明專制者」。二是揭密式的記載，近於

坊間稗官野史，或以政治理由主導無稽

的內容；時過境遷，往往成為廢紙一

堆。三是工具性的年譜、年表、長編、

事略，多少提供治史研究的基礎，但內

容中不無隱含春秋微言大義。

次談四個觀點，一是一種價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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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態度，稱之為塑造「偉人」型，往往

有神化、製造偉人的時代背景和條件；

二是反對型，來自敵人或權力競爭陣

營，對人物生平作全面或分割式的肯定

或否定，近乎政治評論；三是「成王敗

寇」為準則的品評法。以上三種都犯了

一個毛病，只讓一部分史料說話，而不

讓另一部分史料說話。第四是為做出不

平凡事業之「凡人」立傳者，是走出威

權時代，為社會民主化、自由化之後，

最有可能的書寫重要人物的方式。1980

年代以後的台灣，有這個條件，也有這

個傾向。這種研究與書寫的新方式，正

悄悄地到來，而且已經逐步開始。

本書以蔣的人際網絡為研究對象，

亦包含蔣個人性格、內心世界、處事方

法、治術及謀略，並探討蔣的親情、愛

情與友情的各個面向，反映了蔣個人的

奮鬥史，更構成了波瀾起伏、複雜多變

的民國史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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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可用來發電，圖為陽明山的大油坑。

親情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

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所

撰寫的這篇文章中，特別強調，在蔣的

童年記憶中，孤兒寡母，孤苦伶仃，孤

立無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

他人都不可信賴。正因為從小缺乏對人

的基本信賴，養成他成年以後幽暗多疑

的心理和性格。《蔣介石日記》中經常

慨嘆，質疑友朋、同志、部屬之間的忠

誠、信任、友愛之不可靠。

蔣介石曾說：「天下事之難，莫

難於用人及用於人也。」從蔣早年成長

的經歷，作者也分析了他在這方面的作

風。陳英士是蔣離開寡母步入社會後，

所結識的第一位關照和提攜他的人。由

於得到陳英士的充分信任和賞識，蔣盡

心竭力為他驅馳效命，甚至挺身而出暗

殺了陳的競爭對手陶成章。因為從小失

怙的蔣介石，從這位同鄉大哥身上找到

了一種近似父愛的情感。

陳英士死後，蔣逐漸與孫中山建

立起比較直接的關係，以孫中山為師，

不僅渴望孫中山如陳英士那般充分信任

他，還要求黨內其他同志也像陳英士那

樣容忍他、體貼他。1922年，陳炯明叛

變前，蔣經常到廣東協助陳，蔣陳交

往，互珍互惜，粵變之後，蔣即以「中

師」之敵為敵，未嘗改變。

蔣介石用人，最重忠誠，然而卻少

有人長久不變地受到他的信任。對上、

對下、對同輩，他又常懷疑忌，防範太

過。親信如陳立夫，在晚年回憶錄中亦

感嘆「蔣公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同樣

是擁蔣派系，蔣有意讓CC系、力行社、

政學系三足鼎立。抗戰時期之成立三青

團，又有意使黨、團相互制衡。特務系

統也是中統、軍統雙軌。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對部下信任不專，有意使部屬之

▲右起：蔣介石、蔣母、蔣經國、毛福梅。

間相競相成，相剋相生，從相互制衡中

達到駕馭的目的。從孤兒寡母，到孤家

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賴，想不獨裁也

難。

論蔣介石的用人，尚收有金以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員）的〈蔣介石的1932年〉一篇文章。

親情單元，尚有汪朝光的〈戰時

蔣介石和孔祥熙〉和林桶法的〈親族關

懷〉兩篇文章，限於篇幅，均不贅述。

愛情  一王四「后」

在蔣介石的感情世界裡，依可靠記

載，有四位女性伴侶，即毛福梅、姚冶

誠、陳潔如、宋美齡。毛福梅是髮妻，

元配夫人；姚冶誠是妾婦，如夫人；陳

潔如是良伴，也算是如夫人；宋美齡則

是明媒正娶，最後的蔣夫人。她們都陪

伴蔣介石度過一段生活，然而在他的心

目中，她們的地位和分量卻有輕重高下

之別，也有著愛恨情仇的不同際遇。

在這個單元裡，收錄了兩篇文章，

一是邵銘煌（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

主任）的〈蔣介石的愛與恨〉，二是羅

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

究員）的〈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

兩篇文章對於蔣介石的愛情生活都有忠

於史實的描繪，茲略作綜述。

蔣與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

成婚，毫無感情基礎。蔣對毛氏之憎恨

與厭惡，甚至到了聞見其「人影步聲，

皆足刺激神經」的地步。為了追求精神

上的幸福，不惜頂撞母親，不顧親戚反

對，終於與毛氏離異。

1911年，蔣介石居上海，與姚冶誠

相識，翌年納為側室。姚冶誠原是上

海妓館中的娘姨，花名怡琴，小名阿

巧。蔣姚結合之初，兩人感情堪稱「甚

篤」，但到民國8年以後，據蔣日記記

載，他們的感情已到了尖銳衝突的地

步，侍妾變為「悍妾」，其表現大體有

幾方面：一是蔣介石恨姚冶誠嗜賭成

性；二是蔣介石惱姚冶誠不關心體貼，

甚至連他生病住院還去糾纏，增加煩

惱；三是怒姚冶誠出言尖利，缺乏教

養。蔣本有意與姚氏分居，但考慮再

三，還是聽朋友的勸說，繼續維持同居

關係。直到蔣與宋美齡結婚，才正式公

開宣布脫離關係。

蔣介石外表堅毅，很怕內心空虛，

所以身邊總需要好女伴。而在追求幸福

婚姻與美滿家庭生活的驅使下，不斷尋

▲蔣介石與陳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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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理想伴侶。陳潔如與宋美齡，是國民

黨同志眼中認可的蔣夫人。

1921年，蔣介石經張靜江夫婦介

紹，結識了陳潔如。陳潔如原名陳潞，

曾就讀愛國女學。不久，由張靜江證

婚，娶為第二側室，儀式雖不隆重，但

也並非如蔣以後所說的「本無契約」。

其後陳潔如在廣州經常隨蔣出入交際場

所，參與社會活動，故與國民黨上層人

士的接觸也多。惟相處一久，齟齬必

生，兩人關係，到了1925年發生變化。

時愛時憎，亦愛亦憎。蔣除了懷疑陳潔

如出軌不忠外，對她的生活態度及治家

無方，亦頗有怨言。更重要的是，自

1926年6月蔣與宋美齡見面後，對陳氏不

滿更多。

蔣介石遇到宋美齡，在蔣的感情

世界裡發生天旋地轉的變化。1927年12

月1日，蔣宋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世紀

婚禮，到場觀禮來賓千餘人，民眾爭睹

於道，極一時之盛。在蔣介石筆下，與

宋美齡的戀情是「情緒綿綿，相憐相

愛」，並由衷地感嘆「惟此稍得人生之

樂也」。在蔣的眼中，新娘美齡宛如

「雲飄霞落」，「平生未有之愛情」，

令他陶醉不已，更有不知「身置何處」

之感。新婚燕爾之際，蔣「在家與愛妻

並坐擁談，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

可比擬」。宋美齡家世好，條件出眾，

且善解人意，體貼備至，關心人群，熱

愛國家，表現卓爾不凡，從此成為「永

遠的蔣夫人」。蔣介石幾度尋尋覓覓，

終於找到理想伴侶，並以之為「惟一之

妻」。

友情 人際網絡千千結

從人際網絡的角度，可以介紹的有

三篇論文，即黃道炫（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君臣師友之

間─圍剿期間的蔣介石與陳誠〉、劉維

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蔣介

石軍事方面的人際網絡〉、楊維真（中

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的〈蔣介石的

地緣關係〉。

前兩篇文章，側重蔣介石的軍事

人脈。黃文指出，蔣介石一生，用人無

數，有始有終者，首推陳誠。蔣對陳誠

的期待、信任和培植，超乎常人。1930

年代，蔣介石展開對中共的數次圍剿，

陳誠在圍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圍剿期

間，蔣、陳之間互動尤多，透露出兩人

介乎君臣師友間之複雜關係。

陳誠是國民革命浪潮中成長起來的

青年將領，他效忠於蔣，但也比較敢於

向蔣提出不同的意見。兩人的互動，不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照。

乏磨合和齟齬，但蔣並沒有因為陳常持

不同的意見而影響對陳的信任。作者從

陳誠在這期間寫給夫人譚祥的家書中，

找到了論述蔣陳關係的好材料。舉例而

言，1930年代前後，陳誠對於蔣介石追

求無上權力的心態不無察覺，內心也期

期以為不可。1933年5月，因第四次圍剿

遭遇挫敗，陳誠致函蔣介石請辭，並在

家書中明確談到：「今日之社會，沒有

武力不能確保和平，單純以武力保障和

平，仍有走上獨裁政治之危險。」作者

認為，國民黨內有陳誠這樣一批人的存

在，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蔣介石走向過

度集權。

民國以來，陸軍的派系複雜，劉文

除了探討蔣介石與保定、士官、黃埔等

不同軍系領導者之間的關係外，也注意

到蔣與結拜盟兄弟之間的互動關係。根

據蔣日記所得，蔣氏的結拜兄弟除了早

期的陳英士、黃郛外，尚有邵元冲、朱

培德、李宗仁、馮玉祥，後三人均為蔣

氏掌握軍權後所結交的軍系領導人，或

可視為經營軍中人際關係的一種模式。

朱培德，雲南人，出身滇軍，北伐

前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江西

省政府主席，與蔣的關係大致良好，朱

對蔣服從，蔣對朱信任。蔣對於朱的個

性雖然有「消極、守成、無勇氣」等批

評，但卻十分肯定他的才能，認為是政

府官員中的賢才、幹才。

馮玉祥，字煥章，安徽人，原屬北

洋系中的直系，後率所部加入中國國民

黨，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1928年2月

18日，蔣、馮二人結拜為兄弟，蔣氏送

給馮的譜書寫道：「安危共仗，甘苦同

當；海枯石爛，死生不渝。」馮送給蔣

的譜書寫道：「結盟真意，是為主義；

碎屍萬段，在所不計。」

傳統中國鄉土觀念濃厚，俗云「人

不親土親」，地緣關係對人際的交往與

拓展甚具影響。楊文指出，在蔣介石

的地緣關係中，留學日本階段及上海時

期，多與士官學校同學及江浙人士往

來，尤以浙江同鄉最為密切。其後，隨

蔣介石權力攀上高峰，浙籍人士也水漲

船高。黨政方面有邵元冲、陳果夫、陳

立夫、朱家驊、陳布雷、張其昀等；軍

政方面有蔣鼎文、陳儀、陳誠、湯恩

伯、胡宗南等；特務方面有徐恩曾、陳

立夫、戴笠、毛人鳳等。較為特殊的，

蔣的近衛系統幾乎皆由浙江子弟充任，

構成一支絕對效忠於蔣的重要武力。

在廣州時期，蔣開始擴大其地緣關

係，除與粵系人物如胡漢民、汪精衛、

孫科等人往來外，因掌握軍校之故，須

向全國徵才，軍校師生來自全國各地，

不但打破地域觀念，也頗有利於日後以

國家領袖的身分治理全國。南京時期，

蔣以國家建設所需，求才若渴，其徵才

早已突破江浙地緣關係，真正擴展至全

國範圍。抗戰時期，政府內遷重慶，西

南成為抗戰大後方，蔣介石與西南地方

關係進入更緊密，也更複雜的階段。台

灣時期，蔣以台灣作為反攻復國的新基

地，雖發表浙籍的陳誠為台灣省主席，

卻訓勉陳誠「多方引用台籍學識較優，

資望素孚之人士，參加政府」，並「培

植台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這也是政

府後來起用台籍青年才俊的張本。（作

者為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