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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處理會務，並與同仁討論華僑會館

興建事宜，6時5分離開辦公室，還於8時

50分電話交待同仁該辦事項。詎料隔日

凌晨，心肌梗塞竟至不起。由於事發突

然，讓黨國有點措手不及，歷經七個月

的殯殮治喪，長眠於觀音山向陽之風水

寶地。

43年6月9日，副總統陳誠率黨國要

員舉行國葬儀式，時華僑協會總會理事

長馬超俊亦率全體同仁致祭，祭文曰

「承公遺志，團結僑胞，推行國策，兢

兢業業，勉力前赴，以求蕭規曹隨之

績，而免於人亡政息之虞。所幸年會已

順利召開，工作亦得隨時推進，此堪以

告慰者。」

六十年後的今天，鐵老精神長相僑

協左右，會務推展精實，亦足以告慰鐵

老創會之苦心。

沈大川說鐵老回憶錄韻事
回到總會的路上，常務理事沈大川

特別引述了《吳鐵城回憶錄》第81頁一

段才子佳人的海上韻事。1913年，二次

革命討袁失敗後，袁世凱懸賞2萬大洋緝

捕鐵老，鐵老避居東瀛，1914年，奉國

父指示到檀香山辦報，1916年，乘郵輪

回國，在郵輪上邂逅一位法國小姐。沈

大川摘要念出這段對白：

一個晚餐之後，涼風送襟，她沉默

好一會兒，對我說：「昨晚我作了一個

美夢…」她臉上泛上霞彩，手裡還拿著

一杯薄荷酒。

「是怎樣的一個美夢？」我問。

她欲言不語，沉默許久，忽而擁

抱著我，給我一個熱吻，我內心忐忑跳

動。我低聲再問：「你的夢呢？」「我

不是已經答復了你嗎？」她說。

大家聽完，熱烈大笑，增添今日愉

悅的氣氛。

「鐵老精神永遠長相僑協左右。」

「何以見得呢？」「今天的致敬之行，

不就答復了你嗎？」（作者為本會會

員）

我們在國史館論鐵老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

暨學術研討會紀實
▓路華平

華僑協會總會為慶祝創會七十週

年，今年五月密集舉辦的向創會理事長

吳鐵城先生致敬系列活動的「吳鐵城

週」，動靜兼備。動態部分，即是5月

10日赴五股鐵老墓園的致敬追思儀式；

靜態部份，即是5月12日在國史館舉辦的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暨學術研

討會。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
國史館是典藏國家文件檔案的機

構，是史學家研究近代中國歷史不可或

缺的重要寶庫，在典藏近代歷史文物檔

案的最高殿堂，舉辦「吳鐵城與近代中

國」照片展暨學術研討會，可謂相得益

彰。因為，吳鐵城除了是華僑協會總會

創會理事長外，亦曾擔任過僑委會委員

長、上海市長、外交部長、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要

職，在中國近代史上絕對佔有一席之

地。在近代史的研究上，以吳鐵城為專

題主角的照片展及學術研討會，這可是

頭一遭，雖不能說是絕後，但肯定是空

前的。

位在總統府後方的國史館，是日據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剪綵儀式。

▲鐵老孫女吳美雲（右）、吳樂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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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興建的巴洛克式建築，已歷百年，

散發出濃厚的歷史韻味。在二樓，近百

人聚集在寬闊的迴廊上，桃紅綵帶結紮

的五個綵球分由理事長陳三井、國史館

長呂芳上、鐵老孫女吳美雲、僑委會處

長田雛鳳、中央社總編輯呂志翔等五位

剪下的一剎那，掌聲響起，為展期一個

月的「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正式

揭幕。

陳三井表示，今天是我們創會理

事長吳鐵城先生照片展揭幕儀式，紀念

一位歷史性的人物，除了舉辦研討會之

外，舉辦照片展也是一項很好的紀念方

式。此次照片展承蒙國史館呂館長慷慨

應允提供這麼好的展覽空間，中央社提

供那麼多珍貴的歷史照片，良友畫報社

也慷慨借用非常有創意的歷史照片，顧

問張瓊文女士，特地從香港趕來，並致

贈珍藏本配合展出；而鐵老孫女孫美

雲更是大力支持贊助。由於大家通力合

作，才有今天的「吳鐵城與近代中國」

照片展順利呈現在大家面前。

的確，展出的62張照片，涵蓋年

代，自民國前二年吳鐵城在九江與林森

合照的軍裝照，到民國42年11月12月吳

鐵城在台北松山機場送美國副總統尼克

森夫婦離台，前後共44年的生涯紀錄，

幾乎與近代知名歷史人物，諸如蔣介

石、林森、陳誠、張群、胡適、孫科、

張學良、周恩來…同步活躍在歷史的舞

台上，共同主宰近代中國的命運。

其中，有一張是民國41年5月4日華

僑協會總會會員大會照片，算來是整整

60年了，對本會來說極具歷史意義。照

片中的吳鐵城，慷慨陳詞，勗勉全體會

員。另外一張，是他去世前一個禮拜，

於松山機場送行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伉儷

離台照片，僅僅一個禮拜前後，變化竟

如此之大，說來誰會相信呢？但就是真

的發生了，天道不測，造化弄人，能不

令人唏噓嗎？

不過，本會在民國31年5月10日於陪

都重慶舉行成立大會照片卻付諸闕如，

算是美中不足，有待我們繼續尋尋覓

覓，把他們發拙出來，希望在創會80週

年時，這些照片能展示在大家面前，意

▲理事長陳三井在「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剪綵儀式致詞。

義將是不同凡響。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照片展剪綵儀式結束後，旋即在

國史館四樓舉辦「吳鐵城與近代中國」

學術研討會。以鐵老在民國36年專心書

寫照片為背景的巨幅看板，懸掛在舞台

上，氣勢十足，極具吸引力，把今天研

討會的主題徹底地襯托出來。

翻開議程表，無論是論文發表人或

是評論人，甚至是主持人，俱是史學界

的巨擘，復加上近十位退休外交官的參

與，學術殿堂的學者與外交戰場上的尖

兵，腦力相互激盪，這一場高水準的學

術研討會中，解析吳鐵城在近代史的地

位，所謂真理愈辨愈明，套在吳鐵城身

上，至為恰當。 

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陳三井，曾

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長，他的開場白以吳

鐵老的名言「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

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點出

鐵老的真知灼見，因為這句名言寫於民

國17年的長春車站，不旋踵，即在民國

20年即發生了「918事變」。而為了讓

與會人員瞭解本會歷史，陳三井從民國

29年9月，時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

的吳鐵城，奉令到南洋宣慰僑胞之行談

起。陳三井說，鐵老此行主要是集中在

菲律賓、印尼、星、馬等國家，經歷五

個月，跑遍好幾百個城市，發表三百多

場演講，表達政府感謝僑胞對抗日的貢

獻，希望他們繼續團結，支持抗日。由

於鐵老南洋之行，才有成立華僑協會總

會動機，並在31年5月10日在重慶成立，

到今天已經是一甲子又十年。

為了配合此次研討會，《僑協雜

誌》第134期特別提早一週出刊，分送與

會人員，陳三井請大家翻閱第1及64頁，

認識本會宗旨及會徽涵意。他特別感謝

呂館長提供這麼好的場地，讓大家回顧

吳鐵老在民國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在各方

面的卓越貢獻。也感謝常務理事沈大川

邀請外交界退休外交官十餘人參與研

討，談談曾任外交部長的吳鐵城在外交

方面的事蹟。

呂芳上評鐵老
國史館長呂芳上與陳三井有學生、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照片展，大家聚精會神觀看鐵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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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情誼，陳三井卸下中研院近史所所

長即由呂芳上接任，呂館長致詞時說

「老師在前，不敢班門弄斧，更不能隨

便說說，必須認真準備講稿」，陳三井

則以「呂館長今天是有備而來，後生可

畏，青出於藍，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回應，博得大家會心一笑。

呂芳上說，鐵老高頭大馬，翩翩

君子，其一生追隨國父，襄贊蔣公，不

搞小組織、小團體，心胸寬大，才40出

頭人人即稱鐵老，顯見他調和鼎鼐的功

力，薈萃各方人物於一堂，為國所用。

他簡述鐵老重要事蹟有：民前1年，辛亥

革命策動九江光復；民國9年，當選香

山縣首任民選縣長，五位局長中的教育

局長由女性出任，開近代婦女出任高階

公職之先河；民國17年，遊說張學良，

使東北軍歸順中央；民國21年，任上海

市長，五年任期內，規劃完成上海建設

藍圖；民國29年，任海外部部長訪問南

洋，短短五個月，「舟車三萬里，歷經

百卅城，演講三百回」，鼓舞華僑，掀

起抗日救亡圖存運動；民國31年，成立

南洋華僑協會；民國36年，擴大組織，

易名為華僑協會總會；民國37年，出任

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

呂館長以三件大事總結鐵老一生，

一是策動辛亥革命江西光復；二是三度

出關，二度遊說張學良東北大軍，擁護

中央，使中國統一大業得以順利進行；

三是成立華僑協會總會，聯繫海外華

僑，促進僑社團結，支持建國大業。而

有關鐵老一生行誼風格，引用「南人北

向，氣宇軒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言詞爽朗，手腕高強，提攜後進，交遊

廣闊，功在黨國，名揚史冊」這十句話

描述；鐵老的行事風格則是「對事無成

見，有定見；人性不能免私，但不能以

私害公」。

不過，吳鐵城生前計畫出版《40

年來的中國與我》回憶錄，原訂14章，

但只寫到第六章民國15年止，便突然辭

世，以至於往後民國15年至42年的史事

一片空白，對於東北軍如何歸順中央，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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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由旁人解說而非出自鐵老口中的第一

手資料，這對史學界而言，真是非常惋

惜的。不過，由劉心皇編著《張學良進

關秘錄》，這本書收錄鐵城先生抄存的

電稿，透露不少鐵老東北任務玄機，可

以說是非常重要史料，也可以看出鐵老

在民國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後，他希望國史館未來能有機會

與僑協密切合作，畢竟華僑史是國史館

重要部份。

吳美雲談祖父
鐵老孫女吳美雲女士感謝僑協這個

月來舉辦紀念他祖父吳鐵城系列活動，

非常成功，今天研討會全家參與。葉公

超曾經說祖父最請義氣、最愛交朋友，

七十幾年前廣交世界各地僑胞而成立的

華僑協會總會，到了今天仍然秉承祖父

遺志，團結僑胞。她特別感謝《良友畫

報》從第一期到最後一期，逐期找出有

關她祖父照片，台大博士生蘇聖雄則到

中央社逐張挑出她祖父照片，這些是最

花時間且最費力的工作。當然，沒有華

僑協會總會的鼎力相助，也無從實現。

她希望能夠成立一個基金會，專門

從事研究她的祖父，完成她祖父未能完

成的回憶錄，並蒐整有關照片、影像。

上午場主持人呂芳上，評論人政治

大學教授李雲漢，由東華大學教授陳進

金、國史館主任秘書（中國文化大學教

授）陳立文、政治大學教授劉維開，分

別發表〈吳鐵城與東北〉、〈吳鐵城與

東北黨務〉、〈七年中國國民黨秘書長

的吳鐵城〉。

陳進金論鐵老
陳進金為了此次研討會，特從花

蓮趕來。他說，去年10月在武漢答應陳

三井寫這篇原以為是很容易寫的論文，

但是深入研究之後才發覺吳鐵城史料文

獻檔案非常少，幾乎都是旁人的回憶文

章，有點後悔答應得太快。這篇論文

原本涵蓋中東路事件、東北易幟及中

原大戰三大部份，但是中東路事件史

料缺乏，因此只針對1928年東北易幟及

1930年中原大戰，吳鐵城都扮演關鍵角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人、主持人、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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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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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勸說易幟、或宣撫

將領、或說服助蔣，對當時中國政治情

勢的演變，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終於

説服了東北地方當局。中原大戰東北軍

入關助蔣，吳鐵城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力。

他在結尾時表示，希望他這篇論文

能起拋磚作用，引起史學界研究鐵城先

生在民國史上的貢獻。

由於陳進金論文幾乎都是引用大溪

檔案資料，呂芳上說，陳進金在國史館

任職11年，幾乎把大溪檔案的寶都挖走

了，他的論文能夠寫得這麼精彩，應該

要感謝國史館。

陳立文論鐵老
她說，她這篇不是嚴謹論文，純就

從東北黨務發展看吳鐵城其人，她認為

吳鐵城有以下人格特質：

1.大器，豁然大度，1928年到東北，

逢張學良生日，即請蔣中正發電報祝賀

並送厚禮，博得張學良好感與信任。2.面

面俱到，張學良固然是遊說的中心人

物，但環繞在張學良身邊的人物更是遊

說重點，從其身邊人物著手，進而影響

到主角，狀似以鄉村包圍城市策略。3.條

理分明，吳鐵城身上隨時帶有兩本小冊

子，一是記蔣中正交待之事，一是記他

人請託及交待屬下之事，他說不要自恃

聰明，因為一轉身什麼事都忘了，記下

來最實際。很可惜，這兩本小冊子從未

現蹤。4.知人善任，用人無所不包，不只

九流，連十流人物都要盡其才。5.公而無

私，不搞小團體，他是為國家交朋友，

為革命交朋友。

她引用曾國藩告誡其子的話作結

語：年輕時，看人都是缺點；年長時，

看人都是優點。吳鐵城人事閱歷豐富，

看人都只看其優點。

有關鐵老隨身攜帶兩本記事本，問

吳美雲有沒有看過？她說她從沒看過。

▲資深退休外交官談外交與僑務。

劉維開論鐵老
吳鐵城於1941年4月至1948年12月出

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其任期在中國國

民黨黨史上是僅次於遷台後任期11年的

張寶樹。

在長達7年9個月任期內，他認為

有以下的五件重要事蹟：1.協助周邊韓

國、越南等國家獨立運動。2.參加政治協

商，在上海與周恩來協商，展現恢宏大

度，促使周到南京與蔣中正會面。3.黨團

合併，中國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合

併過程阻力很大，且要在一定時間內完

成，合併過程中，鐵老都能從遠處及大

處著想，接納別人意見。4.行憲，政治

協商會議，確立國民大會在憲法定位問

題，史稱為吳鐵城條款。憲法頒佈後，

如期舉行立法委員選舉。5.放棄立法院長

選舉，由於孫科任行政院長條件即要吳

鐵城任副院長，迫使吳鐵城放棄立法院

長選舉，導致其他立法委員不滿，讓黨

提名的院長候選人李培基落選，最終成

為迫使蔣中正下野的最後一根稻草。

李雲漢的評論
李雲漢是陳進金、陳立文及劉維

開等的三位老師，在史學界是大師級人

物，他說他們三位都是學術界精英，他

不是以評論人身分來評論，而是以治史

老兵的身分發言。他盛讚三位教授都是

引用第一手最具權威、最可靠的史料，

把握重點，簡而不繁，史學修養，爐火

純青，文筆洗練，成熟流暢兼具。

但是有一些問題仍待探討與釐清，

第一是到東北遊說張學良易幟人物僅吳

鐵城一人嗎？還是有其他人士？第二是

吳鐵城與蔣中正之間相互信任程度？蔣

中正為何獨鍾吳鐵城而委以重任？吳鐵

城到東北有人說是三次也有人說是四

次，究竟是幾次？張學良當時身分是陸

海空司令還是副總司令？

下午場主持人陳三井，評論人淡江

大學教授陳鴻瑜教授，由暨南大學教授

李盈慧、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石源華、新

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陳是呈分別發

表〈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在港澳的黨務

▲吳美雲女士講述祖父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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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吳鐵城與周邊國家外交〉、

〈吳鐵城的南洋之行1940-1941：以在馬

來亞的活動為討論中心〉。石源華人在

上海，不克與會，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

員許文堂代為宣讀。

李盈慧論鐵老
她說，她研究僑務居多，黨務則較

少觸及，但中國國民黨是從海外起家，

其實黨務與僑務是一體兩面，很難去分

割。她的論文從1938年談起，廣東遭日

軍攻陷，當廣州淪陷時，流傳一句話

「鐵城無城，漢謀無謀」，即諷刺當時

的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與廣州守將余

漢謀。但是對日抗戰是全面性的，廣東

淪陷要全歸罪於鐵老，也是不太公平，

所以這句話真是有點難以承受之重。當

時中國沿海城市幾已遭日軍控制，惟獨

港澳是可以發展黨務之處，那麼港澳總

支部應由該去主理呢？大家想到的第一

人選就是鐵老。

香港華僑捐獻抗日行動具指標作

用，因為可以易響到南洋、美洲世界各

地華僑。因此為凝聚香港華對國民黨向

心，便從文化教育宣傳著手，並指派陶

百川擔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同時

對英國人辦的英文報紙運用其手腕及影

響力，使英文報紙支持國民黨及中國政

府。在不到一年任期內，成績斐然。

鐵老離開港澳總支部任國民黨海外部部

長、國民黨秘書長。

許文堂宣讀石源華論文
許文堂謙虛說，為了怕誤解石源華

原意，所以必須一五一十宣讀〈吳鐵城

與周邊國家外交〉。周邊國家主要指韓

國、越南、緬甸、菲律賓、泰國等五個

國家，時吳鐵城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

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等職，成為官

方推行國民外交，援助周邊國家民族獨

立運動的主管官員，維護這五個國家主

權獨立與領土完整。

陳是呈論鐵老
陳是呈是馬來西亞檳城人，新加

坡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特從新加坡趕

來。他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為了在本

次研討會發表特地翻譯成中文。他以

「今天有點重感冒，講話有點沙啞，不

過這跟吳鐵城對南洋僑胞發表三百多次

演講，是微不足道」作為開場白。吳鐵

城的南洋之行，到當地華僑重視與熱烈

歡迎。曾在新加坡晚睛園、檳城勵志社

舉辦大型演講會，離開馬來西亞時發表

告馬來亞僑胞書，直陳南洋之行在於敦

睦邦交、宣慰僑胞，寄語僑胞要自強爭

存、團結復興、敦睦邦交、建設祖國。

吳鐵城在馬來西亞之行，自新加

坡、柔佛、新山、馬六甲、吉隆坡、吉

達、怡保、檳城等一百多個大城小鎮，

與各界階層僑胞握手不計其數，建立紮

實穩健關係與綿密人際網絡，支持抗日

救亡運動。鐵老南洋之行在馬來西亞檳

城鍾靈中學與陳嘉庚會面，希望爭取陳

嘉庚支持國民政府，可惜不歡而散。

陳三井對陳是呈論文表示，他這篇

論文與本會成立關係最為密切，也是吳

鐵城事蹟中最重要的一章，陳是呈的博

士論文以吳鐵城為主題，這是絕無僅有

的寶貴論文。

陳鴻瑜的評論
陳鴻瑜是本會秘書長，研究東南亞

事務領域的專家。

▲史學家李雲漢教授談鐵老。

他說評論歷史人物非常難，因為一

不小心就可能吃上官司，韓愈是一千年

前的大文豪，之前因有人為文批評韓愈

而被韓愈後代告上法院。還好今天我們

評論吳鐵城的歷史地位，他的家屬全程

參與，這表示我們的研討會是成功的。

他以他領域知識對石源華及陳是呈

論文提出不同思考意見，比如國民政府

稱呼、越南國民黨與共產黨關係、馬來

西亞136部隊成立與吳鐵城關係等等請他

們兩位參考；而對於李盈慧論文則是無

從挑剔，文字洗練，論述精闢。

陳三井主持綜合座談及閉幕
綜合座談及閉幕由陳三井主持，他

說早上及下午都是大家排排座，現在獨

由他來主持，感覺很孤單。他特別請史

學界大老李雲漢作結語，李雲漢說，今

天六篇論文從1928年到1943年，卻未提

到中華民國開國到北伐有關鐵老史事，

使今天主題「吳鐵城與近代中國」似有

美中不足之處。他說，鐵老不僅是革命

元老也是開國元勳，24歲就當上江西九

江軍政府外交部部長，可以說是青年人

榜樣，愛國知識分子典範。

資深退休外交官戴瑞明、寧紀坤、

劉恩第、黃傳禮、羅致遠、鄧申生、劉

伯倫等人，也以自己經歷述說外交尖兵

的甘苦，為今日研討會劃下句點。

結束前，陳三井感慨地說，鐵老太

辛苦了，他應該可以長壽的，只是當時

國家處境使他內外交迫，把重擔往自己

身上挑，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

他又說，今日照片展及研討會舉辦

得如此成功，對參與的每位人員表示感

謝。

結語
評論近代人物本就不易，蓋棺論定

更是困難，沒有足夠的文獻史料佐證，

便流於空談。據陳是呈的蒐整，鐵老歷

史檔案分存於國史館有二、三千件，國

民黨黨史館有五千多件，存於南洋僑界

會館文獻更是難以勝數，瀚海資料，有

待史學界挖掘整理。今天的吳鐵城史事

學術研討會只是個開端，未來在華僑協

會總會主導下，舉辦更多的吳鐵城學術

研討會，讓華僑協會總會不僅成為「鐵

城學」研究的中心，也是華僑華人研究

的重要據點。（作者為本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