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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鐵城與東北
（1928-1930）

▓陳進金

前言

吳鐵城（1888-1953），以字行，廣

東中山（香山）人，因父親吳玉田曾於

江西九江經商，吳氏出生於江西，曾入

九江同文書院就讀。1909年，因林森介

紹而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

發時，吳氏被推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

京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參與組織中華

民國臨時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

世凱失敗後，隨孫中山出走日本，入明

治大學攻讀法律。1914年，加入中華革

命黨；翌年（1915年）8月，奉孫中山之

命前往檀香山主持黨務，並任華僑《自

由新報》主筆，力倡反袁。1921年，孫

中山任非常大總統後，出任總統府參

軍；1922年陳炯明反孫（中山）時，吳

鐵城在香山組織地方團警支持孫中山；

1923年，任討伐陳炯明東路討賊軍第一

路軍司令、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兼警務次

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十七

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

1927年6月，吳氏任廣東省政府委員

兼建設廳廳長；翌年（1928）遊說張學

良易幟，達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1929
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

立法委員，南京總理陵管理委員會委員

等職；1931年，出任警察總監，僑務委

員會委員，仍兼任國府委員；1932年1
月，任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1937
年，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38年冬，

廣州淪陷，因戰事失利，由粵籍將領李

漢魂接任省政府主席。1939年，吳氏開

始主持國民黨港澳黨務，兼指導閩、粵

兩省宣傳抗戰；翌年（1940），出任國

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赴南洋宣慰僑胞，

緣於此一經歷，吳氏乃於1942年創辦

「南洋華僑協會」（華僑協會總會的前

身），並出任首任理事長。1941年春，

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1947年，出任國

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1948年，任行政

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1949年，隨中

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轉任總統府資

政，1953年病逝於臺北，享年66歲。

綜觀吳鐵城一生，自追隨孫中山革

命建國以來，歷任黨政軍要職，除了黨

務、政務外，也兼理僑務工作；不過，

民國史學界有關吳鐵城的研究較為缺

乏，這可能是因為有關吳氏的文獻資料

較為零散有關。是以，有關吳鐵城與民

國之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刊印，或是相關

議題的學術研究，仍有待學界關注。

1954年，中央文物供應社曾出版

吳鐵城所撰寫《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我》

一書，後來重新校對並收錄一些友人的

悼念文章，由三民書局於1968年再度

出版，書名為《吳鐵城回憶錄》。令

人遺憾的，《吳鐵城回憶錄》原本預

定撰寫12章，吳氏僅完成6章即因病中

輟，其中有關東北的人事物，空留章名

卻無內容。是以，本文〈吳鐵城與東北

（1928-1930）〉的撰寫，其目的之一即

在補闕《吳鐵城回憶錄》一書的遺憾。

以往有關吳鐵城與東北關係的論著，大

多是屬於回憶性質的文章，如齊世英的

〈鐵城先生與東北協會〉、吳煥章的

〈鐵老與東北〉、孟廣厚的〈吳鐵老與

東北〉等。上述回憶性質的文章，雖然

提供了吳鐵城與東北的相關論述，但缺

乏相關文獻檔案的佐證，其內容仍有不

足之處。故本文參考國史館典藏《蔣中

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

《閻錫山史料》（以下簡稱「閻檔」）

等檔案文獻，來探討1928-1930年吳鐵城

東北之行的意義與影響。

有關吳鐵城與東北的關係，張羣

於《吳鐵城回憶錄》一書的序言中曾提

及，他說：「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華

北旋告底定，統一之局粗成，而政令猶

不能出關，先生於此時僕僕奔走關內

外，遂以促成東北之易幟。十九年北方

之變，國本為之震撼，先生受命再度出

關，雍容談笑而導致東北之內嚮。」

事實上，吳鐵城於1928-1930年間

曾三次出關前往東北，除了張羣所言之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

戰」外，1929年冬吳氏也曾因東北發生

中東路事件，再度受命至東北宣撫，先

創會七十週年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特輯之一

編按：本會是吳鐵城先生於民國31年5月10日在重慶創立，今年屆滿七十年。為慶祝
創會七十週年，5月12日於國史館舉辦「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本特輯為
會中發表之論文。限於篇幅，未刊註釋，俟發行單行本時，再完整刊出。

▲1949 年大陸淪陷，張群與吳鐵城
（右）由香港赴臺灣船上合影。

▲吳鐵城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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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曾至長春、吉林、哈爾濱、札蘭諾

爾、博克圖各地，激勵士氣。但由於

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不易，故本文僅將先討論吳氏於1928
年、1930年兩次東北之行的意義與影

響，至於1929年的東北之行則留待專文

補闕。

1928年：東北易幟

1928年1月7日，蔣中正復任國民革

命軍總司令職，即進行北伐規劃；他一

方面建立總司令部，籌謀動員北伐所能

夠運用的兵力；另一方面則與與馮玉祥

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亦派代表與會。

正當蔣、閻、馮三角同盟關係逐漸形成

後，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為因應國民革

命軍北伐的情勢，也於1928年2月20日召

開最高軍事會議，除了軍事部署外，會

中也有聯絡桂系以定大局的主張。

1928年2月，國民革命軍第一、二、

三集團軍相繼編組完成後，蔣中正立即

進行北伐軍事行動； 4月下旬，制訂第二

期作戰計畫，令第一集團軍乘勢進攻，

以佔領濟南，殲滅黃河以南敵軍。蔣氏

對於第二期作戰，深具信心，但對於日

本政府的態度則有所顧忌。因日本政府

於4月18日以保護日僑為由，出兵青島、

濟南，田中義一首相又於20日通過增加

出兵山東的預算。因此，蔣氏對於日本

政府阻擾北伐的舉措，深懷戒心，曾有

所感嘆曰：「第二期作戰，吾可操左

券，但日本之忌嫉阻害，其力必加強，

吾不可不密為準備也。」

由於國民革命軍的攻勢猛烈，張

作霖乃下令所部退卻，5月1日國民革命

軍第一集團軍佔領濟南。濟南一役的勝

利，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的重大關

鍵，革命軍將可順利渡河北上，會同第

二、三集團軍直搗北京，早日完成北伐

大業。不料，日本田中政府竟然於5月

3日在濟南製造慘案，試圖阻擾革命軍

北伐，完全暴露其侵略中國的野心。蔣

中正深知日本尋釁的目的，在於阻擾革

命軍繼續北伐，完成中國統一。因此，

蔣氏乃急令各軍隊伍不許外出，靜候命

令，力避與日軍衝突；另一方面，即派

張羣前往日本與田中直接交涉，以尋求

轉圜餘地。 
當第一集團軍受困於濟南慘案之

際，第二、三集團軍的北伐行動已經有

所進展，於5月中旬相繼攻下石家莊，

續向京、津挺進。5月22日，閻錫山電

告蔣中正：「奉軍托（託）人來云如晉

軍能和平接收京、津，則奉軍可退出關

外，一致對外。」當時日本政府在旁虎

視眈眈，亟欲利用革命軍進入京、津之

際，再以保護滿洲日僑為由，冀圖製造

事件，出兵干預中國內戰。是以，蔣中

正為消弭日軍陰謀，已有和平接收京、

津計畫，唯一顧慮的是馮玉祥的態度。5
月25日，第三集團軍攻克張家口，並兵

分三路向京、津全面推進。6月2日，張

作霖下令所部退卻，並發表出關通電；4
日，張氏被日人炸斃於皇姑屯。6日，張

學良等商定奉軍撤退事宜；隨後，第三

集團軍進入北京、天津，國民革命軍北

伐大功至此暫告一段落，而剩下的是東

北易幟的問題。

不過，有關東北易幟一事卻是歷

經波折。1928年6月19日，成立東三省

保安會，張學良被推舉為奉天督辦、保

安委員會主席，開啟了張學良時代的序

幕。張學良親身參與多次內戰，有感於

戰爭的殘酷，而萌生反戰的思想。尤其

濟南慘案發生後，更讓張學良對於因內

戰，而使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深表

痛心。特別是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自

知僅憑東北一隅，難以抵抗日本帝國主

義的侵略，「欲免東北危險，必須國家

統一」、「只有國家統一，才能轉弱為

強」。是以，張學良就任奉天督辦後，

乃執行其對國民政府息戰止爭的方針。

是以，日本人暗殺了張作霖，不僅促使

奉軍內部的世代交替，且更加速東北軍

和國民政府的互動。

有鑑於國、奉雙方接觸頻繁，1928
年6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即訓令駐

奉總領事林久治郎，向張學良提出警告

云：「為今之計，東北宜以保境安民為

重，勿過於向南方採取接近態度。」由

於日本政府從中阻攔，使東北歸順中央

有了變數，但東北能否順利易幟，象徵

國民政府是否真正統一全國。蔣中正思

量再三，決定派吳鐵城北上長川駐瀋，

負責與東北當局折衝，以遊説張學良歸

順南京國民政府。

有關東北易幟一事，因為日人一

再干涉，歷經「七月易幟」、「雙十易

幟」兩次生變。1928年11月10日，日本

昭和天皇舉行加冕大典時，東北派遣祝

賀正、副專使莫德惠、王家禎赴日，

莫德惠乃親自與田中義一爭辯東北易幟

問題，最後田中承認易幟是中國內政問

題，等於實際默認東北易幟一事。12月

29日，張學良、張作相等聯名通電宣

布，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易

幟，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莫

德惠對於其能說服日本田中政府，歸功

於吳鐵城的一席話，他說：

民國十七年，中央與東北均力求

和平統一，惟國際間情勢非常複雜，其

中最為強鄰注意者，厥為易幟，曾以書

面向東北地方當局表示意見，中央與地

方均十分焦慮。先生代表中央參與其

事，我則對於地方實負其責，先生對我

曾謂：「現為一致對外之時，所謂一致

者，不但中央與地方要一致，而地方上

下更要一致，至於赴日如何商討，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這幾句話使我融會

其意，幸得說服強鄰。

事實上，東北易幟能以和平方式完

成，在於蔣中正強烈主導南京政策，與

張學良對於國家統一的堅持；蔣、張二

人的意志，共同完成中國的和平統一。

不過，吳鐵城運用其與許多東北將領的

舊交，感以私誼，憑藉出色的協調交際

才華，幾經折衝，終於説服了東北地方

當局，也是功不可沒。由於吳鐵城與東

北將領相處融洽，故1929年西北軍反抗

中央、中東路事件爆發時，吳氏再度出

關前往瀋陽，負責疏通東北軍。1929年

12月6日，吳鐵城由北平出發前往山西太

原，負責擔任閻錫山就職的監誓員，隨

後出關前往東北，而於長春車站發表名

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

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因而博得

東北各界的好感。

吳鐵城出關北上，除了促成東北

易幟與宣撫外，對於北方的觀察更是

細緻，他提到北方有：「一大利四大

害」。一大利是：土地肥沃，物產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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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四大害為：第一害，日俄兩帝國主

義者的侵略；第二害，反動的勢力的潛

伏；第三害，各地之匪旱蝗災的慘狀；

第四害，海洛英毒品的銷行。是以，吳

氏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週的報

告，可以說是中東路事件後、中原大戰

前，南京對東北與華北政情的報告與分

析，也是吳氏歷時兩個月，行路一萬七

鉛華里的實地考察所得。從這篇報告

中，對於即將發生的中原大戰，與一年

後的九一八事變，深具警惕作用。

基於此，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吳

氏得以銜命再度出關遊說東北張學良，

而有東北軍入關助蔣，擁護中央之舉。

1930年：中原大戰

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八個軍中

除第一軍由黨軍改編外，其餘各軍則分

屬湘（第二、六、八軍）、滇（第三

軍）、粵（第四、五軍）、桂（第七

軍）軍系統，地方色彩頗為濃厚。其後

在北伐進行中，許多地方軍閥紛紛加

入國民革命的行列，但仍保留其原有

編制，只是換一個新的番號。薛立敦

（James E. Sheridan）認為：以這種方式

收編的部隊，並非真心獻身於國民革命

事業，而僅僅是為了保存自身的實力；

他們雖然改變了身分，但仍是不折不扣

舊軍閥的隊伍。是以，1928年12月東北

雖易幟，中國雖然達成統一，但「殘餘

的軍閥主義」依然存在，國民政府仍無

法完全控制擁兵自重、割地自據的地方

軍人。

有鑒於此，蔣中正乃決心裁減軍

隊，實施國軍編遣。1929年元旦，國民

政府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召開國軍編

遣會議，準備從事部隊縮編，乃引起地

方軍人的猜疑，認為政府藉以削弱其軍

權，遂有一連串反抗中央的行動。郭廷

以就曾對上述情形有所評論云：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

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

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

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

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

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

是反獨裁。

就在「中央求統一」、「地方反獨

裁」的爭執中，1930年初掀起了民國建

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史稱「中

原大戰」。

1930年2月，蔣中正與閻錫山進行

「電報戰」之際，即已體察足以左右南

北情勢者，惟張學良一人。因此，蔣氏

積極結納東北軍，務必使瀋陽和南京立

場一致，共同對抗太原閻錫山。為了籠

絡張學良，蔣氏派方本仁、吳鐵城、李

煜瀛、張羣等人，前往瀋陽進行勸說與

談判。透過吳鐵城等人隨時偵察東北態

度，藉以完全配合奉張的各項需求，終

於促成張學良決定揮軍入關，擁護南京

中央。其中方本仁、吳鐵城等人長期駐

節關外，善於掌握情勢，靈敏因應，遂

能不辱蔣中正所託，而順利完成「東北

使命」。

中原大戰期間，吳鐵城之所以奉派

東北，是因為吳氏已有二次（1928年、

1929年）東北行的經驗，不僅洞察東北

情勢，且與東北各界建立了良好關係。

故1930年3月中旬，吳鐵城三度銜命赴

瀋陽，積極聯絡東北高級將領；值得注

意的是，吳氏運用其靈活的外交手腕，

使南京蔣中正得以順利爭取張學良的支

持。首先，是對張學良訴諸於「國家統

一」的要義，蔣中正曾透過吳鐵城明確

告知張氏：

吾人革命首重主義，次論成敗。如

果閻、馮觀望不前，竟立政府以成南北

對峙之局，則中央為革命主義與政府立

場計，皆不能不出於討伐之一途。否則

統一既被破壞，國家立召分裂，外侮更

必加烈。……想漢兄亦必共同一致，以

救黨國也！但中深信，中央有漢兄之在

東北，則馮、閻之在北方決不敢放肆異

甚。故漢兄不贊成馮、閻有所組織，乃

無異為黨國保障統一也。

其次，是給予張學良充裕的財政支

援。1929年中俄間發生「中東路事件」

時，南京政府曾允諾可出兵十萬，撥軍

費數百萬元，後因討伐西北，無暇兼

顧，致一兵未出，一文未撥。中東路事

件期間，東北軍獨立抗俄數月，不但兵

疲民困，財政上更是捉襟見肘。是以，

充裕財政經費的挹注，對東北軍而言，

無異久旱逢甘霖。基於此，如何給予張

氏充裕的財政支助，也是爭取東北軍的

重要方式之一。當時，東北所出售的武

器，價格高於日本一倍，但吳鐵城等積

極主張南京中央應向東北購買武器。於

是，南京方面乃向東北兵工廠訂購重野

砲、山砲，及砲彈、手槍等，透過武器

的購置如同給予東北財政支助於無形。

同時，蔣中正也承諾支持東北軍的

軍隊開拔費用。1930年5月，蔣、閻展開

大戰前夕，蔣中正急電吳鐵城等表示：

若奉張榆關部隊願出兵，將立即電匯50

萬元，作為軍隊開拔費用。後來，南京

中央決定先匯款200萬元給東北做為出

兵費用。6月10日，蔣中正即電告吳鐵

城、李煜瀛等，東北出兵經費200萬元已

匯出，並請張氏盡速出兵佔領平、津，

進展石家莊，以斷晉閻歸路。6月13日，

李煜瀛偕同胡若愚赴滬，胡氏對外宣稱

係為了替張學良答謝致送壽禮者，且擬

在滬就醫治病。實際上，胡若愚南行完

全是擔心東北一經出兵，奉票金融將立

生險象，才由李煜瀛陪同到上海與財政

部長宋子文面洽。由於此時南京中央軍

在濟南城情勢危急，亟須東北軍入關援

助。是以，蔣中正連續於6月14日、16日
致電宋子文，請宋氏切勿拒絕與李、胡

會商，同時要宋允諾保障奉票金融，以

促使張學良出兵。1930年6月東北出兵之

舉，雖因內部意見不一而作罷；不過，

南京中央在財政上的充裕支持，表現了

一定誠意，也影響了張學良的態度。

此外，吳鐵城也充分掌握閻錫山、

汪兆銘等人派員來瀋遊說的情形，並將

此一訊息隨時回報蔣中正，俾於蔣氏的

決策與因應之道。1930年初，閻錫山

決心起兵反蔣時，深切瞭解張學良舉足

輕重的實力；是以，在與南京中央進行

「電報戰」之前，即已先委派鄒魯攜帶

通電（即後來致蔣之〈蒸電〉）原稿，

赴瀋陽欲徵詢奉張意見。此外，閻錫山

又派代表梁汝舟赴瀋，2月18日梁抵瀋

謁張學良等東北各要人。閻錫山方面為

了拉攏張學良，不斷派遣代表赴瀋向張

學良勸說，前後計有梁汝舟、張繼清、

溫壽泉、門致中、孔繁霨、楊廷溥、鄧

哲熙、孫傳芳、賈景德、薛篤弼、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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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陳公博、覃振、傅作義等十餘人。

此時，代表南京中央在瀋陽進行遊

說的吳鐵城，不僅掌握閻錫山代表在瀋

陽的活動情形，並立即致電南京中央，

以便於蔣中正得於把握先機。如1930年4
月，閻錫山收買各路工人，使南京中央

在北方的許多工作難於展開，吳鐵城立

電告古應芬。又如汪兆銘的代表郭泰祺

前往瀋陽面見張學良，試圖說服張氏支

持閻、汪，吳鐵城也立即掌握情報，並

於4月12日致電告知南京；4月18日，有

關於郭泰祺在瀋陽接洽的情形，吳氏又

立即致電告知張羣。此外，閻錫山代表

孔繁蔚等人代表閻氏赴瀋請求援助，張

學良於4月18日接見孔繁蔚等人的情形，

吳鐵城也一一回報南京，以便蔣中正掌

握瀋陽的情勢發展。

吳鐵城除了掌握敵方動態的情蒐

外，同時也觀察奉方的動靜，隨時回報

蔣中正等。1930年7月，閻錫山、汪兆銘

等於北平召開擴大會議；4日，張學良代

表危道豐致電張氏表示：此間均一致尊

重鈞座，擬懇加入擴大會議，並徵求意

見暨磋商組織辦法。同一時間，汪兆銘

亦曾向張學良代表湯爾和表示，若奉張

同意加入擴大會議，則東北不要黨治，

國民黨亦可以旁觀，決不會為大局的障

礙。9月1日，擴大會議通過「國民政府

組織大綱」，推舉閻錫山、馮玉祥、李

宗仁、汪兆銘、唐紹儀、張學良、謝持

等七人為國府委員，以閻為主席。到底

張學良對於北平擴大會議的態度為何？

南京蔣中正必須進一步瞭解，才能有所

因應，吳鐵城就扮演著觀察者的角色，

吳氏曾致電王正廷表示：東北對於擴大

會議不重視，同時對於汪兆銘也非常的

冷淡；也曾致電蔣中正告知：顧維鈞回

瀋向張學良報告北平擴大會議組織政府

的情形。吳氏上述電文內容，讓南京得

以瞭解張學良並不贊成召開北平擴大會

議與成立國民政府，也讓蔣氏可以進一

步來爭取張氏的支持。

吳鐵城長期駐節瀋陽，也成為蔣

（中正）、張（學良）互相溝通的平

臺，張學良有時會透露閻、馮活動予吳

鐵城，再由吳氏致電南京中央注意。例

如吳氏曾與張學良晤談，得知閻錫山勢

成騎虎難下之勢，終無好辦法等訊息。

又如1930年6月，馮玉祥派丁春膏在天

津收買日本通訊社，就是由張學良告知

吳鐵城，再由吳氏致電陳立夫注意；或

吳氏也曾致電陳立夫注意靳雲鵬的活動

等。

由上述文電內容可知，1930年中原

大戰期間，在瀋陽的吳鐵城，因其與東

北將領情感深厚，而能為南京中央扮演

著多重角色，包括是瞭解東北軍態度的

觀察者，又是敵方情報的蒐集者，同時

也但任蔣、張兩人聯絡的平臺。吳氏的

積極性與靈活性角色，不僅可以讓南京

蔣中正洞察先機，制定方案以因應，同

時對於如何爭取奉張入關支持，也提供

了許多良策。是以，若說吳鐵城於中原

大戰期間，順利完成東北使命，促成奉

張入關助蔣，應為公允之說。

關於吳鐵城的東北使命，而一直為

外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吳氏靈活的外交手

腕，簡又文曾有很生動的描述，他說：

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

於疆場，卻決於玷壇上外交手腕之間。

方豫省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瀋

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吳挈其擅長交

際，善於辭令之愛妾及大量金錢與俱。

二人施用闊綽的、機巧的外交手段，周

旋於奉軍「少帥」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

武幹部間，大奏奇效。聞有一次，張在

一個公開場合私對其妾作戲言：「你倆

膽敢來這裡作說客；假使我將吳鐵城

槍斃了，又怎樣？」她面不改容、從

容鎮靜的含笑答道：「少帥，別跟我開

玩笑！像少帥這樣英雄人物，那會幹出

這卑鄙狠毒的事呢！」張聽了，哈哈大

笑道：「果然說得妙！來！乾一杯！」

另一日，吳大排山珍海味最貴最盛的筳

席，遍請張總司令高級人員與軍官赴

宴。其妾周旋其間，恭敬招待。堂前設

了十幾桌麻將，請各人就席娛樂一下。

每人面前抽屜內各置鈔票大洋二萬元，

輸贏一計，勝者盡入私囊，負者也無所

損失。於是人人樂不可支，與他都成為

好朋友。同時閻、馮亦派代表賈景德與

薛篤弼兩個「老實頭」到瀋極力運動，

無如囊慳術鈍，與吳鐵城等相較，在在

相形見絀，居於下風，即送禮三千元也

要去電請示匯款方濟。

簡又方係根據吳鐵城隨員所述而

記，是否可信仍待考。不過，卻可以適

度反映寧蔣和晉閻雙方代表遊說奉張時

之經費、外交手腕的差別。

由於吳鐵城等人的遊說，與南京中

央在財政經費上充裕地援助東北，張學

良乃於1930年9月18日發表〈巧電〉，擁

護南京中央；10月9日，在瀋陽就任全

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當張學良率東

北軍入關助蔣，已預告中原大戰即將落

幕，而反蔣集團則已趨於崩解。

結論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

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這是1929
年吳鐵城在長春車站所發表的名言，代

表吳氏對東北的重視與認識，也因而獲

得東北要員的激賞。1928-1930年，吳

鐵城曾經三次出關前往東北，或勸說易

幟、或宣撫將領、或說服助蔣，吳氏三

次東北行，都對當時中國政治情勢的演

變，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以1928年東

北易幟為例，吳鐵城運用其與許多東北

將領的舊交，感以私誼，憑藉出色的協

調交際才華，幾經折衝，終於説服了東

北地方當局，莫德惠的回憶更證明了吳

氏在東北易幟的貢獻。

再以1930年中原大戰為例，長期

駐節瀋陽的吳鐵城，又透過其與東北將

領情感，而為南京中央扮演著觀察者、

情蒐者與謀士等多重角色。特別是吳氏

的積極與靈活外交手腕，不僅可以讓南

京蔣中正洞察先機，制定方案以因應；

同時，對於蔣中正如何爭取奉張入關支

持，也提供了許多良策。因此，吳鐵城

於中原大戰期間，順利完成東北使命，

促成奉張入關助蔣，使中原大戰得以順

利落幕，應為公允之說。

比較遺憾的是，有關吳鐵城的文獻

資料仍然不足，故本文未能深入分析吳

氏與東北的關係，對於1928-1930年吳鐵

城三次東北行的意義與貢獻，也還有許

多待補充之處，期待藉由本文的拋磚，

而能引起學界更重視吳鐵城與民國的相

關研究。（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