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談汪政權之七

滿城風雨話朱樸

抗戰期間，附汪文人中，朱樸

（1902-1970）無疑是最活躍、下場最好

的一人，充滿傳奇性和爭議性，似值一

談。

古今半月刊，名噪大上海
朱樸號省齋，於1942年3月在上海

創辦名噪一時的《古今》雜誌，只談典

故文史，不搞「大東亞」那一套口號，

乃能盛極一時。撰稿人有汪精衛、陳公

博、周佛海、梁鴻志等高官，也有周作

人、金性堯、冒鶴亭、紀果庵等名士，

張愛玲也發表過兩篇文章，而筆名蘇青

▓柯博文

的馮允莊，更是基本作者。但在《古

今》日麗中天時，卻在1944年10月16日
的57期停刊，令人錯愕。

朱樸出身，可在《古今》創刊號

自撰之〈四十自述〉中覓得。他生於光

緒28年（1902），是江蘇省無錫縣景雲

鄉全旺鎮人，是沒落的書香門第，七歲

入小學，十歲以後進東林書院（高等小

學）。高小畢業後，朱父無力供其升

學，送去紙店當學徒，他吃不得苦，偷

跑回家，朱父只得另籌費用，讓他讀畢

中學，又考取上海中國公學商科，一學

▲汪精衛替古今雜誌35期封面題字。 ▲古今創刊號之稿約，可見其定位為文史掌
故型雜誌。

期後，家境困頓無餘力供他續讀，幸教

務長讓他工讀，得能畢業。中國自古即

以為「窮而後工」，朱樸在創刊號上細

述其少年苦讀，亦不意外。

朱樸畢業後，結識陳果夫，而於

1928年奉派赴歐考察合作事業，在巴黎

先見到汪系人馬林柏生、曾仲鳴，再見

到汪精衛。他說：「我自得識汪先生

後，精神上受到莫大的鼓勵。」這當然

是對汪政權的諛詞。隨後他又結識汪系

大將陳公博，過從甚密。朱之附汪，當

自此始。

在汪脫離重慶發表「艷電」前，他

即奉汪命搞宣傳，與林柏生、梅思平、

樊仲雲於1938年初在香港創辦《蔚藍書

店》，並主編國際通訊。

附汪去寧滬，不幸遭家變
《蔚藍書店》是中國國民黨在香

港的重要組織，由林柏生主持，負責國

際政情蒐集研析，直屬中央黨部的「藝

文研究會」，主要業務有三塊，一是由

樊仲雲主編〈國際周報〉，每周出版一

期，二是由朱樸主編〈國際通訊〉，每

周出版二期，三是由梅思平主編〈國際

叢書〉，預定一年出六十種。

《蔚藍書店》每周一定期舉行「國

際問題座談會」，陶希聖、李聖五與高

宗武有時也加入討論，檢討一星期來

的國際時事，再繕寫兩份報告寄給周佛

海，轉呈蔣、汪兩人參閱。

在資訊流通不易的年代，《蔚藍

書店》的確提供國府不少珍貴情資，可

▲1928年朱樸遊歐時瑞士畫家為其所畫之
像。

▲1930年代任國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時
的朱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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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堪自慰的一件事。」這點似為實情，

創刊號印了1500本，竟然悉數售完，卻

又未加印，可見其經費並不寬裕，而創

刊號的內容安排，亦有其深意，首篇是

梁鴻志新作「爱居閤脞談」，末篇是炒

冷飯的汪精衛「革命的決心」。

梁鴻志原是日本傀儡「維新政府」

的首腦，後併入汪政權，委屈為監察院

長。

梁某字眾異，出身閩侯望族，國學

根柢甚深，其曾祖父梁章鉅，曾任江蘇

巡撫，酷嗜古人字畫，是收藏大家。梁

出道後即結識北洋政府皖系安福巨擘王

揖唐，乃任安福俱樂部財務副主任，搜

刮不少公款。1920年直皖戰後，安福國

會風消雲散，梁乃用贓款在上海置產，

並以祖傳33件兩宋名家蘇東坡、黃山

谷、米南宮等人書畫手稿真跡，自稱其

居為「三十三宋齋」。

雅好字畫的朱樸，傾心結交梁鴻

志，創刊本篇首即置其文章，吹捧之意

極濃，作家沈鵬年批評他「醉翁之意不

在酒」，有其觀點。

親汪不反蔣，反共不罵共
創刊號出版後，愛國之士譏諷其

「前漢巨奸起首，後漢巨奸收尾」，但

無論朱樸動機如何，《古今》不談時局

只談掌故，卻對了淪陷區讀者口味，的

確放了「一聲大炮」，月刊才辦了8期，

就改為的半月刊了。

朱樸在1944年4月43、44合期的「兩

周年紀念號」撰寫〈古今兩年〉一文

說：「當《古今》創刊的時候，那種因

陋就簡的情形決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既無編輯部，更無營業部，根本就沒有

所謂『社址』。那時事實上的編輯者和

撰稿者只有三個人，一是不佞本人，其

餘兩位即陶亢德、周黎庵兩君而已。」

周黎庵浙江鎭海人，名劭，東吳

大學法學士，是奇才。17歲開始寫作，

聲震文壇，上海淪陷時任《宇宙風》編

輯，後被朱樸挖去主編《古今》，雖身

陷泥淖，猶能秉持「親汪不反蔣，反共

不罵共」原則，使《古今》尚不致汙穢

難耐，雖把汪、周、陳、梁等人吹捧上

天，卻未尊此而抑彼。

在《古今》的「兩周年紀念號」

上，周黎庵也寫了一篇〈古今兩年〉

說：「我編《古今》有一個方針，就是

善不與人同，戰後作家星散，雖然他們

▲筆名蘇青的馮和儀，曾
和張愛玲齊名，也是古
今雜誌的基本作家。

▲古今創刊號之稿約，可見其定位為
文史掌故型雜誌。

▲古今雜誌基本作家筆名文
載道的金性堯。

惜，隨著汪精衛於1938年12月29日的

「艷電」，這個單位也跟著變成「大東

亞和平運動」的工具。

附汪的朱樸，隨即被派往寧滬工

作，擔任汪政權的中宣部副部長、交通

部政務次長，就在他仕途得意之際，

1941年突然連續發生兩起家庭悲劇，1月
間喪妻，10月間長子榮昌夭折。這兩個

接踵而至的打擊，朱樸「萬念俱灰」，

官是不能做了，而「終日徬徨，已經喪

失了做任何事的勇氣。」就這樣「徬

徨」了一年，到了1942年3月，他創辦了

《古今》雜誌，16開本，每期40多頁。

他在《古今》第9期撰寫〈滿城風

雨談古今〉一文，提到創辦這本雜誌的

起因，說：「寄寓滬濱，終日徘迴，自

己不知怎樣才能遣此無聊的餘生。有一

天，忽然闊別多年的陶亢德兄來訪，談

及目前國內出版界之冷寂，慫恿我出來

放一聲大砲。自惟平生一無所長，只有

對出版事業略有些微經驗，且正值精神

一無所託之際，遂不加考慮，立即答

應。」他又說：「因讀《菊山詩集》中

『世間萬事俱陳跡，空倚西風閱古今』

句具有同感，所以即以《古今》二字題

名本刊。」

「菊山」是南宋詩人鄭起，其七

律「卜居」全文如下：「久欲謀歸力不

任，浮雲蹤跡謾巢林。功名未入屠龍

手，貧賤常懷買鶴心。月下開門微雨

過，樓頭聞笛二更深。世間萬事俱陳

跡，空倚西風閱古今。」

朱樸辦古今，是醉翁之意？
鄭起這詩看似消沉，其實有進取之

意，這也是後人懷疑朱樸辦《古今》，

到底是藉此稍撫喪妻喪子之痛，還是另

有所圖。

朱樸〈滿城風雨談古今〉又說：

「本刊完全是一個私人的刊物，是一個

百分之百的自由意志的刊物，只因私人

經費有限，所以未能盡量擴充，可是八

個月來的慘澹經營而能得到今日的結

果，已非鄙人意料所及，這不能不算是

『萬事俱休』中的一點奇穫，而精神上

▲日本魁儡「維新政府」首腦梁鴻志。 ▲一代才子周黎庵，主編古今雜誌，與夫人穆麗
娟。攝於19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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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

《古今》突停刊，受日軍壓力？
不但外界不解，就連和他交情不錯

的金性堯也沒有頭緒。金於2003年3月出

版的《萬象》雜誌第5卷第3期〈文史瑣

憶〉說：「休刊的原因，到現在還不明

白，連解散費都是蘇青給我出主意的。」

金性堯初為《古今》作者，後期

參與編務。《古今》停刊後，金性堯尚

利用積稿辦了三期《文史》雜誌，可見

《古今》不乏稿源。而以其暢銷與經營

情形來看，也不缺財源。當時的政局雖

顯示日本戰事不利，但敗亡跡象尚未顯

著。南京汪政權固因汪精衛病入膏肓送

往日本治療，但陳公博、周佛海的地

位，亦無鬆動。在不缺稿、不缺錢、後

台仍硬的情況下，《古今》之停刊，唯

一的理由是主持者不想玩了。

主持者為何不想玩了？答案之一，

是朱樸自己在9年後給的。

香港創墾出版社1 9 5 3年8月出版

《周佛海日記》，是周佛海1940年全年

的日記。卷首有曹聚仁的引言《中日戰

史別頁》，卷末有朱樸的後記《感慨萬

千》。周佛海該年日記之會流落香港，

筆者已在本刊第150期〈淺談汪政權之

一〉第九節「周佛海日記的出土」記

述，不再贅述。

朱樸在《感慨萬千》裡說：「古

今出版社曾出版《古今》半月刊五十七

期，內容專談文史，當時執筆者都是南

北文壇知名之士，表面上由我主辦，雖

曾薄邀虛譽，其實後援全是佛海，我未

敢掠美，特此聲明。我記得好幾次日本

憲兵因懷疑《古今》半月刊的態度來找

我麻煩，一度曾由佛海宴請上海日本憲

兵司令及各區隊長為我解釋，得以一時

無事。可是最後卒由上海日本海軍當局

派人來向我要求『合作』，我不得已乃

宣告休刊，倉皇離滬北上的。」

這是朱樸首度提出的較為合理的說

法。朱樸在《古今》一周年的第19期，

曾寫〈古今一年〉，內有「有卑劣之

徒……竟陰謀利用外力來壓迫本刊」等

語，雖未明言「外力」為何，但有可能

是日軍。

朱樸已達標，何須辦古今？
事實上日軍在京滬控制出版界的

手段很兇殘，金雄白說：「那時上海的

報紙，一共有七家，即日軍直接經營的

《新申報》，由日海軍管制的《新聞

報》與《申報》。」可見日軍會直接插

手管控新聞出版界。

另外一種解釋，出自上海作家協會

會員沈鵬年。他把朱樸停辦的理由，歸

之於目標已經達成。沈鵬年說：「朱樸

通過《古今》人財兩得，名利雙收，把

《古今》停刊以後，集中精力，找到退

路，最後去香港買賣書畫。」他認為朱

樸藉辦雜誌，得以追求梁鴻志女兒梁文

若，以圖謀「三十三宋齋」珍藏。

但是朱樸後來有沒有分到一杯羹？

顯然沒有。金雄白說：「當他（梁）走

避蘇州以前，堅囑家人不許攜（珍藏

書畫）置他處，深恐一經搬動，難免散

佚，他說：『我無事，仍為我有；我不

免，則籍沒歸官，仍求完整。』不料在

接收之初，即已被搜刮一空，最後真由

政府接收的，早已所剩無幾。」孫曜東

也在《十里洋場的風雲人物》中說：

文章寫得好，但因為每一家雜誌都可以

有他們的作品，便算不得名貴了，於是

《古今》便開發北方。」周黎庵的「親

汪不反蔣，反共不罵共」原則，倒也網

羅了大江南北的作家，使得這本雜誌得

能走出寧滬小圈圈。

朱樸原先因喪妻喪子之痛而創辦

《古今》，卻在雜誌發刊兩週年時，娶

了梁鴻志的女兒梁文若為繼室。男婚女

嫁，雖不干他人閒事，但《古今》已有

名氣，發生此等事，難免遭人物議。他

之創辦《古今》，果然是「精神無所寄

託」嗎？又為何創刊一個月後，即苦追

梁鴻志女兒梁文若？情書連綿不絕，熱

情洋溢，那裡像萬念俱灰只欠一死之

人？兩年後，1944年3月3日下午3時二人

結婚。朱樸辦雜誌，真是志在梁鴻志珍

藏，捧梁是第一步，追求梁文若是第二

步，娶其為妻，成為梁之快婿是第三步？

苦追梁文若，抱得美人歸
朱樸婚禮盛大，原定周佛海福證，

後臨時由梅思平瓜代。筆名文載道的金

性堯還在《古今》「兩周年紀念號」

第42頁寫了篇〈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

時〉，記述朱梁二人婚禮盛況。

朱樸與梁文若結褵後，稱梁鴻志為

外舅不稱岳父。「外舅」典出爾雅，指

妻之父。稱呼固沒錯，卻極鮮見。汪精

衛的女婿何孟恒，就人前人後喚汪為爸

爸。朱樸用此古稱，投梁之所好而已，

亦可見其用心良苦。

《古今》雜誌在57期停刊，時當

1944年10月，也是在朱樸娶梁文若後的

7個月。第57期《古今》封面即標明「休

刊特大號」，明示《古今》不玩了。

這份暢銷於京滬的雜誌，毫無預

警說停刊就停刊，當然給外界太多的

揣測。雖然朱樸在57期寫了篇「小休

辭」，解釋他為何突然停刊，仍疑點重

重。

「小休辭」說：「最近我的意志益

形消沉，追念亡兒，無時或已，不獨對

於其他一切感覺到厭倦，就連本刊也感

到厭倦了。兩個月前，偶與少數友好閒

談及此，他們都大為驚異，説《古今》

如果停辦，未免太可惜了，希望我不要

如此消極。只有最近從北方來的兩位朋

友，一位是王古魯先生，一位是謝剛主

先生，他們於惋惜之餘，倒頗同情於我

的心境。還有一位是知堂老人（按：係

周作人），前天來信説《古今》停刊後

他從此也不想再寫文章了，如此志同道

合，真可稱得是《古今》的生死知己

了。」寫作日期則特別註記為「民國

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榮兒永別之三周

年紀念日）」，以增強內容的可信性。

人們不解的是朱樸因一年內喪妻

喪子，心情沉痛，才創辦《古今》雜誌

以資排遣，而在雜誌創辦後，又非常投

入，他在〈古今兩年〉說：「我與黎庵

（按：係周黎庵）沒有一天不到社中工

作，不論風雨寒暑，從未間斷。就我個

人的經驗來說，生平對於任何事務向來

比較冷淡並不感覺十分興趣的，可是對

於《古今》，則剛剛相反，一年多來如

果偶而因事離滬不克到社小坐的話，則

精神恍惚，若有所失。」可見這雜誌已

成為他的精神支柱，就在〈古今兩年〉

刊後半年，就因「意志益形消沉，追念

亡兒，無時或已」而收手停辦，實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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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 蔣中正 宋美齡
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緣起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一直

是世界各國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今年

適逢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當年參戰各國

對此都有盛大的紀念活動。然而，在整

個二戰史的研究天平中，相較於歐洲戰

場或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向來沒有得

到相應的重視，對於中國戰場的研究，

始終侷限在海峽兩岸及少數歐美、日本

學者的研究圈內，也甚少有研究者將中

國戰場放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視角的

大格局下，審視中國戰場所扮演的角色

與位置。

此外，2015年除了是抗戰勝利七十

週年，也是中華民族深具里程碑意義的

一年，這一年結合了六個重大週年紀

念：1.興中會創立120週年；2.同盟會成

立110年；3.孫中山先生逝世90週年；

4.抗戰勝利70週年；5.臺灣光復70週年；

6.蔣中正先生逝世40週年。這六個重大

紀念日都與孫中山及蔣中正先生息息相

關，而兩位領袖的經歷及影響，顯示近

代中華民族與世界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

關係。

孫中山及蔣中正先生長期領導中華

民族救亡圖存的奮鬥過程，早已被譜寫

為史詩篇章，相關史著甚豐，但基本架

構很少跳出國別史、區域史或人物史，

當前的史學，以歐美為中心觀的世界史

▓張世瑛

仍是主流，現有的世界史著作中，整個

中華民族史仍然被邊緣化。換言之，近

世的中華民族史仍然沒有得到應得地位

的認知，這不但是中華史學界的缺憾，

也是世界史學界的缺憾。爰是，在2015
年接近倒數的最後時刻，美國聖若望大

學亞洲研究所及華僑協會總會紐約分會

等單位，在11月23-24日，於美國聖若望

大學舉行「世界歷史中的孫中山、蔣中

正與宋美齡國際學術研討會」，聚焦於

國際及宏觀的視野，闡釋孫中山、蔣中

正及宋美齡等近代中國政治巨人，對於

世界的影響及其對世界的貢獻。

主題演講大要
本次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資深外

交官、兩蔣傳記的知名作者，現為哈佛

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Hon. 
Jay Taylor)，擔任主題演講。陶氏的演

講聚焦於蔣中正的一生評價，立基於新

開放的蔣中正日記與美國的檔案史料，

強調以當時中國居於絕對劣勢的國際地

位，在與列強周旋時，蔣能在一定程度

下作到維護國家尊嚴與利益，可說是一

位傑出的大戰略家。以他手上極其有限

的資源與籌碼觀之，蔣的視野超越同時

代的大國領袖，在他的一生中，先後與

蘇俄、日本、中共與美國等強大對手交

鋒。陶涵指出不論是抗戰時期下令黃河

決堤，不惜犧牲眾多百姓身家性命以抵

「他（梁）那汾陽路的豪宅不知被軍

統抄過多少遍了，他最為珍愛的『宋

三十三名賢墨跡』已成為戴笠的戰利

品，其他文物書籍均已星散。」

梁鴻志伏法後一個月，上海高等法

院接獲檢舉而搜查這批國寶級文物的下

落，結果僅獲得一些普通文物，珍藏已

不知下落。不論「三十三宋齋」的珍藏

最後落於何處，朱樸顯未得到，他雖如

沈鵬年所言，行跡固啟人疑竇，但其動

機是否果真如此卑劣，亦難定論。

晚歲遷香港，經營古字畫
朱樸結束《古今》後，即舉家遷

至北平，1947年又遷往香港，靠買賣書

畫維生，對文物的評鑑，在古字畫收藏

圈中亦享盛名，有「名家」之稱，著有

《省齋讀畫記》、《書畫隨筆》、《海

外所見名畫錄》、《畫人畫事》、《藝

苑談往》等五本專著。

1970年12月9日因心臟病死於香港。

一說他是由大陸走私齊白石的畫至香港

時，被中共邊防人員查獲，受驚過度而

嚇死。

朱樸晚年曾和張大千交惡，有不少

攻擊大千居士的文字流出，但這又是另

一段故事了，和本文無關。（作者為本

會會員）

訂正：上期「之六」周佛海《往矣集》

誤植為《往已集》，謹此訂正，並向讀

者致歉。

舊金山灣區分會2016新春慰耆老

2016年農曆春節期間，北加州華

僑會舘執行長吳毓苹偕同華僑協會總會

舊金山灣區分會長吳睦野及前分會長周

燕春組成十五人的愛心關懷團，探訪慰

問舊金山灣區美國耆英服務中心。團員

們提供了十個多彩多姿的節目，含中西

不同特色的歌唱及舞蹈，也象徵十全十

美地祝福。退休山莊的美國主任萊茉女

士及華裔梁經理特別致贈感謝狀給慰問

團。

節目由吳睦野用中英雙語主持，由

周燕春帶領演出「金猴賀新年」掀開序

幕，接續是吳毓苹、朱兆珍與童若茵載

歌載舞，演唱懷念國語老歌，丁正演唱

拉丁及英文老歌，另外有舞蹈表演：幸

福山歌、美麗的姑娘、趣味的水兵舞、

爵士舞、廣場舞等。最後是團體大合

唱，全體團員人人手持各式吉祥賀詞，

在恭禧、恭禧聲中結束此次愛心慰問活

動。（編輯室）

▲「金猴賀新年」舞蹈團員們與吳毓苹（後排左三）、吳睦野（後排左五）及周燕春（後排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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