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

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习五一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 共赴

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

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

“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国民党。意识形态歧异的两

党,一度令人惊异地试图共建一个“大党”。1937年至 1939年,两

党相继提出各种组织结盟的方案, 终因立场差异巨大, 沟壑难填,

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然而,这毕竟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由此形成的国

共合作, 长达 10年。国共联合抗日,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

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5年, 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 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原

纵深区域。为抵御日本妄图吞并全中国的侵略意图, 国民政府开始

与苏联秘密交涉。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希望通过共产国际, 寻求联共

抗日的政治途径。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将国共两党的秘

密接触,推向正式谈判。

1937年, 国共两党信使往返, 折冲樽俎, 终于达成妥协。2月

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

国共合作的条件。与此同时,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在西安举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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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周恩来将其拟定的谈判方针电告中共中央, 立即获准执行。

其中有关政党的原则为: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 但放弃共产主义

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 但取消共产党

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

有改组党的发轫) ,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

立组织。 这是中共领袖第二次设想将国民党改组为两党的革命

联盟。鉴于历史经验, 在两党寻求联盟时, 坚持独立性是共产党的

基本方针。然而,再次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首要难题是军事。西安

谈判双方围绕改编红军等议题, 争执激烈, 进展甚微。中共中央提

出“见蒋解决”。

3月下旬, 周恩来飞抵杭州,同蒋直接会谈。周声明, 中共对国

共合作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

斗的纲领上”。他阐述了关于边区行政完整、红军自主改编等项具

体要求。蒋介石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 是新生力

量”; “承认由于国共分家, 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 造成军阀割据

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但他要求两党彼此“检讨过去”。蒋

介石明确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他希

望双方“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

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周恩来回答说: “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

(的)一个好办法。”蒋介石当即提议,由中共先行拟订共同纲领草

案。

周恩来与蒋介石相识多年, 对其滔滔言辞背后的真实意图一

清二楚。他在中共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

中心在领袖问题。”蒋介石一向主张,政党建设的首要议题应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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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领袖的绝对权威, 在列强凌逼的民族危机中,只有领袖独裁制,

才能凝聚起复兴民族的强大力量。

4月初,周恩来返抵延安。中共中央立刻举行政治局扩大会

议。中共领袖们经反复磋商,决定关于国共两党再次联盟的基本原

则为: 一、可以推举蒋介石为领袖, 但其权力必须受共同纲领的制

约;二、可以加入联盟性质的政党,但必须保持整体的独立性, 允许

自由退盟,保留独树一帜的权力。

6月初, 周恩来抵达庐山, 继续与蒋介石洽谈, 将中共中央拟

订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提交会议

磋商。该草案的宗旨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

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 细则共 52条。

这些原则没有涉及蒋介石提出的领袖独裁权。

对此,蒋介石颇为不满。他一改杭州时的宽和态度, 强硬地表

示红军改编后, 不能设立总部,并明确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

洋”,对边区“实行编遣,其领袖须离开”。针对中共提出的成立民族

统一联盟的建议, 蒋介石提出“彻底合作”的建议: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 共产党

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 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

对外行动及宣传, 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

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

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

共党关系, 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

显然,这个方案意在将共产党逐步溶化于国民党之中。周恩来

当即表示:有关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建议, 事关重大, 必须请示

中共中央;有关取消红军统一指挥权等项, 难以接受。双方争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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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谈判未能取得结果。

6月中旬, 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案再三推

敲,鉴于抗战形势日趋严重,决定作出必要让步。新的方案仍坚持

红军改编后必须保持独立统一的指挥权, 但对于政党合作的方针

修正如下:
　　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 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

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承认纲领的基础

上, 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 另以蒋为主席, 承

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就在国共两党谈判举步艰难之时,卢沟桥畔响起抗战的枪声。

抗日战争的爆发给国共再次结盟注入了新的活力。

7月 14日, 周恩来等应邀前往庐山。起初。谈判仍十分艰难。

中共接受两党组建同盟会的建议, 并未化解双方在军事指挥权上

的争议,蒋介石甚至提出完全取消中共军权。双方锱铢必较, 毫不

让步, 谈判陷入僵局。20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中共代表指示: “日

军进攻之势已成, 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

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

果然, 时局进一步恶化, 给国共谈判带来决定性的转机。8月

13日, 日本侵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 战火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

地区燃起。蒋介石意识到, 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在劫难逃, 红军

开赴前线已迫在眉睫。18日, 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和指挥权问题终于

解决。9月 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翌日,蒋

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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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合作与分歧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国共联合组成两党

关系委员会, 继续探寻合作的方式。共产党努力争取签署共同的政

治纲领,而国民党则意在推动两党从组织上“溶为一体”。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密切相关。1937年 11月底,中共高级干部王明等人奉共产国际之

命回国。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关于“抗战高于一切”的指示十分重

视。12月 9日至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统一战线

的方针。与会者认为, 有必要再向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 争取尽快

取得两党之间真正的谅解与合作。会议决定,今后国共合作的方针

为“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

蒋介石也对共产国际寄予厚望。他迫切希望获得苏联的直接

援助, 以抗击日本的侵略,因此, 他对与共产国际有特殊关系的王

明格外重视。12月上旬,蒋接连发出邀请, 请王明赴武汉举行会

谈。18日,王明、周恩来等应邀抵汉。20日,蒋介石会晤中共代表。

王明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等方面的主

张,并转达了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提

议,为进一步密切两党合作,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议共同纲领。

蒋介石表示十分赞同, 认为“外敌不足虑”, “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

有把握”。

12月 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国民党代表

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王明、博古、

叶剑英。会议决定,每 5天会商两次,并推举周恩来和刘健群联合

起草共同纲领。但实际上, 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等执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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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日,共产党代表将纲领草案提交两党委员会讨论。但国民党

代表将草案束之高阁, 转而要求中共促成苏联出兵援华。双方未能

取得一致,共同纲领草案被搁浅。

国共双方签署共同的政治纲领是中共领袖孜孜以求的目标。

国共公开宣布再次合作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
　　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 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纲领。共同纲

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

它像一条绳索, 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

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

束, 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

的, 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 才能适应抗日战

争。

中共领袖再三呼吁制定共同纲领,意在推动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为

实现全民族抗战, 共产党主动停止了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斗争,但

没有放弃改革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政治意图。中共中央希望,通

过各党派(主要是国民党)的民主协商,制订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

“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 而国民党领袖则认为,抵御外侮,复

兴民族,应实行“党国集中统一” ,统一政令、军令, 强化国民党的

领导, 形成“绝对的统一政治权”。! 这实际上是继续一党执政,将

一切异己党派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从而强化一党专政的政治

体制。

舆论往往是行动的先导。1938年初,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

《武汉日报》等报刊,发动笔墨攻势,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

个政党”。2月 6日,《扫荡报》刊登文章声称: “在共同信仰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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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 次日,该报社论公然指

责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封建割据”,“必须一律

将其取消”, 声称:“欲使国家趋于绝对统一之途, 必须一党专政”,

“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破坏抗日”。

与此同时,高层政治加紧策动。1月 23日, 在国共两党关系委

员会会议上, 国民党代表刘健群等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

政党”的主张。蒋介石认为,两党合并问题应尽快解决。他指派邵

力子与周恩来秘密磋商。周恩来表示:“如同意于此项办法,必致内

部流血,且于国民党方(面)无益处,故此事势难实现。” 

采取何种方式协调两党合作关系的议题, 已经提上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日程。

一个“大党”方案的提出

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 已经成为国共两党

注目的焦点。国共最高领导人相继提出各自的主张。

针对国民党掀起的一党专政的宣传浪潮,中共代表团决定,以

发表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谈话的形式,将共产党的立场

公之于众。2月 9日,《新华日报》刊登的这篇谈话明确表示,中国

共产党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和独立的组织原则,并指出: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合作, 则国家统一, 革命发展; 三民主义

与共产主义互相对立, 互相否定,则国家分裂, 革命困难。所以任何违反

这种事实的意见, 必然都是不能实现的——设或不幸而实现了,定造成

国家民族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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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谈话稿立即引起国民党最高领导的重视。2 月 10日,蒋

介石约见周恩来时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他尤其

相信孙中山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对各党派也无

意取消或不允许它们存在, 唯愿“溶为一体”。比如共产党可以加入

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 取消共产党组织,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

能干的人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

各党派都取消而加入为一派,总之党内是可以有派的。周恩来回答

说:党不能取消, 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

中找出路。蒋介石表示可以研究。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继续会谈。

陈建议, 在两党之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共同加

入。 显然, 国民党已经具体设想组建一个大党,来解决国共两党

的关系问题。

针对蒋介石提出国共共建一个“大党”的建议, 2月 27日, 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中共领袖们指

出:

　　只允许一党合法存在, 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

事实所不许, 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 亦为事实所

不能。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

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 即由各党派团体

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 由各方代

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 以规划抗日救

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的关系; 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

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中共中央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此协调两党合作关系。此

种设想与国民党共建一个大党的建议,显然有原则性的差异。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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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坚持保留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正是国民党千方百计设

法“消溶”的。中共中央的方案, 于 3月 24日正式向国民党临时全

国代表大会提出。

共产党坚持在统一战线中保留独立自主权,使国民党高层领

导深感忧虑。他们一致认为,国内政治“以共产党之处置为极大难

题”。 国民党决定于 3月 29日—4月 1日,在武汉召开全国临时

代表大会,会议中心议题为国共两党“合并”问题。

国民党领导人收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并没有放弃“消溶”一

切异己党派的设想。蒋介石一面仍主张对共产党“采取宽容态度”,

一面在全会上强调:“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 “如

果本党今后能日趋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

共产党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在一切党派, 都必然消溶于三

民主义之下, 共同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 

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方针的指导下, 国民党迟迟

不肯与共产党联合签署共同纲领。在此次会议上,它单独颁布了

《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

项,共 32条, 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比,主要宗

旨相同。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坚决赞助其实现”,“在实施中发展与

提高它”。!

为贯彻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中央认为, 必须强化党的

领导。其组织措施主要是“确立领袖制度”和“设立青年团”。

国民党的独裁领袖制,自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即形消神散。

北伐战争后, 掌握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权势日隆。此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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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定推举蒋介石任总裁, 并授权其统一党政军指挥大权。其后数

十年内,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 行政职务曾有波动起伏, 但党内总

裁一职,终身未变。

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 始见于 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

孙科等人的提案。此次大会宣布正式组建三青团。会后, 国民党向

共产党等政党提出共同参加组织三青团的工作。中共中央表示“准

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使它“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

派广大青年的民族联盟”,以此“改造国民党”。

6月 9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提议, 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为

统一战线组织,以此统一全国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

以共同训练”, 但“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活动”。 16

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三青团团章,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

活动。显然, 国民党希望,全国青年不分党派,“溶为一体”,使三青

团成为一党专政的先导。鉴于这种原因,中共代表团认为应暂观其

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武汉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后,一面继续实行联苏联共,

抗击日本侵略的方针, 一面采取种种措施遏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

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摧残共产党人的事件。双方

关于边区的谈判也争论激烈,毫无进展。

为进一步研究确定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策

略,中共于 9月 29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立了毛泽

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并详细讨论了统

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共中央认为: “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

“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 有百害而无一利”, “更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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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作”。 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指出,国共“长期合作”, 可能有三

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转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

又保存其独立性”。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

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如果国民党赞同这种方案, 共产

党准备实行比第一次国共合作更妥协的办法:其一, “所有加入国

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

导机关”;其二, “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 其三, 加入三

青团的共产党员, 依据同一原则,“不组秘密党团”。

第二种,“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 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

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

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一方

案,中共代表曾多次向 国民党提出建议,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

第三种, 现行方式,即“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

党有关之问题”。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

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

显而易见,中共领袖真诚地希望密切两党合作关系, 以推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周恩来没有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便匆匆赶回武汉。

10月 4日, 周恩来面见蒋介石, 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亲笔信

函。信中写道:“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

人,无不崇仰。”“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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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战争,敌虽凶顽, 终必失败”。 在会谈中, 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

共六中全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意见。应蒋的要求,周恩来于8日

提交了中共中央建议的书面说明。蒋介石十分重视中共中央的意

见,决定召集中央常委会, “考虑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之方案”。

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表示: “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

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会讨论。”他自己认为, “三青团章程

可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 待日后研究考虑实施。 此后, 因战局

危急,广东和武汉先后失守,两党会谈被迫中断。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 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疯狂升级战争规

模,企图速战速决,实现其武力侵吞中国野心。面临亡国灭种的侵

略战争,蒋介石以抗战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全国军民面前, 对异己

的政治力量, 包括共产党在内, 态度较为宽和。因此, 中共中央认

为:“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 坚持抗战, 坚决打击投降派,应

是我们的方针。”!

应当指出,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与共产党合作采取比较积极的

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党迫切希望获取苏联对国民政

府的军事援助。正如杨格分析的那样,从抗日战争爆发起,蒋介石

一直对国际援助和调停中日战争寄予厚望。令国际政坛惊讶的是,

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苏联,竟然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个

慷慨大方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存在过 10年的紧张关

系,但两国政府对扼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的急剧扩张,

有共同的需要。从 1937年到 1939年,苏联提供了大约 1000架飞

机和数千名飞行员、军事顾问以及大批大炮、弹药、汽油等军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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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笔军援总价值为 2. 5亿美元, 以 3%的低息成交,苏联的军

援直到 1939年 9月欧洲爆发战争之后才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抗

战前期,尽管苏联与共产国际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结成统一

战线,但苏联的援助从来没有直接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驻

苏大使蒋廷黻指出: “莫斯科在激起中国与日本对立方面的兴趣,

比它传播共产主义的兴趣还要大。”

在抗战前期, 苏联军事援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美英等

西方国家直到 1938 年 12月才提供了少量信贷,而且由于担心恶

化与日本的关系,美英特别禁止中国政府用此项贷款购买武器与

军用物资。虽然 194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援助逐步增加, 但直到

1941年下半年,其提供的总援助才大致与苏联持平。 因此,在抗

战初期,特别是蒋介石对苏联战略意图的体察尚未十分清晰时,如

何调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其获取苏联军援的重要战略筹码。

尽管在抗战前期,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但在统一战

线的组织形式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岐, 双方谈判一直没有取得

实质性突破。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两党关系新的危机正在悄

悄滋长。

一个“大党”方案的流产

武汉失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侵略

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力量的消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国

共两党裂痕日益扩大, 两党合并方案流产, 国共合作走向低谷。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 共产党从偏隅之地走向全国政治

舞台。其武装力量的发展尤为迅猛,至1938年底,八路军已扩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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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6万人,比抗战初期增加 5倍。八路军挺进华北, 新四军先遣队

深入苏南,开创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

展到十多个, 拥有人口 5000万以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

成为敌后战场抗击日军的主力。

在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击下,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

终于被遏制。侵华日军深深地陷入战争的泥淖, 其人力、物力、财力

的不足日益明显, 只得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 利用中国占领区的

资源继续其侵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 对日本侵华战

略的实施构成巨大威胁,这促使日本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将战争

的重心转向肃清占领区,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

力量。1938年 11月 3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 表示如果国民

政府改变“容共抗日政策”, 撤换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 便可以成

为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同路人。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对华方针的变化,国民党高层领

导也在酝酿调整政策。10月下旬,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征

询对时局方针的意见。孙科回电,坚决主战,并建议“接受共产党所

提的意见,以加强团结”。汪精卫则主张停战言和,建议“设法请英、

德出任调停”。 12月初,汪精卫会见蒋介石,对吸收共产党加入国

民党的主张, 深表忧虑。面对众说纷纭的建议, 蒋介石早已成竹在

胸,他一面发表《告全国国民书》, 号召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和

争取主动的方针; 一面利用正面战场相持的时机,积极推动抗日派

力量统一到国民党的旗帜下。

12月 6日,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 答复中共中央的建议。

他说:

　　共产党跨党, 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 最好与国民党合

并成一个组织, 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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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议后, 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 可否以一部

分党员加入国民党, 而不跨党?

对于这个将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方案,周恩来当即表示

否定,他指出:

　　共产党信三民主义, 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 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

必由之路, 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 故国共终究是两党⋯⋯跨党是为

了取得信任, 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 可以采取其他办法。要

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 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

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 不仅是失节、失信仰, 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

益。

蒋介石听到周恩来的答复, 大失所望, 只得怏怏地表示,如果

国共合并之事不可能实行, 就不必约毛泽东面谈。

此次碰壁之后,蒋介石并未完全心灰意冷。12月 12日,他在

重庆又约见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

伯渠,继续洽谈。蒋介石表示:

　　共产党退出共产党, 加入国民党, 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

民党, 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 我也赞成, 但跨党办法是

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

可以取消, 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

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 抗战胜利了也没

有什么意义。 

中共参政员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做

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会谈持续了五六个小

时,双方各抒己见,相持不下。蒋介石劝中共代表“去国民党作强有

力的干部,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不必要共产党”。他特别对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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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会

谈不欢而散。当晚,蒋介石派张冲向中共代表解释说:“委员长他太

直率,并非说不合并只要分裂,请不要误会。”

以上谈判表明,即使在抗战危急的时刻,深谋远虑的国共两党

政治家依然关注着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如何实现国民党

设计的抗战建国方案, 蒋介石的谈话的确相当直率。蒋介石认为,

国共两党应从合作走向合并,首先从组织上溶化异己力量,再渐次

达到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因此,他多次提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

党”, 再三建议“共产党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个派别”, 并说明:“只要

意志统一, 思想可以自由。” 这并非表示蒋介石愿意国民党内出

现异己派别, 只不过是为减少两党合并的阻力。

就在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之举屡受挫折之际,国民党高层领

导集团出现巨大裂痕。12月19日,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

长汪精卫一行私自飞往河内。22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

华声明,引诱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提出“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

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 26日,蒋介石发表演讲, 驳斥近卫声

明,指出: “他不过是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

而控制我国的政治文化以至外交”, “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

华”。∀ 蒋介石严词表示,坚持抗战,绝不妥协。与此相反, 29日,汪

精卫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的“艳电”, 公然主张依据近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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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三原则,即: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进行“和平谈判”。

从此,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关于汪精卫叛逃的思想动机,国民党部分上层人士认为, “系

因中央不愿考虑议和, 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 实际上,抗

战爆发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

结束中日战争。至于“进一步容共之趋向”, 显然是指蒋介石将共产

党合并于国民党的方案。汪精卫对此持有异议, 他始终强调后一个

因素。他一再声称:“我之离开重庆,十之八九是因为共产党人夹杂

在里头。” 汪精卫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后,进一步指责蒋介石“违

反全党公意, 私行容共”。! 反共成为汪精卫汉奸理论的重要基石。

汪精卫的叛逃似乎给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带来转机。

1939年 1月 5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认为, 这一事件表明:

“中国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

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

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

蒋介石也认为,汪精卫的叛逃,会给国共两党的联合注入新的

向心力,他可以趁机推动两党合并方案的再次出台。1月 20日,即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 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 “又

提统一两党事”,“并说汪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 即暂不统一也

要有新办法”。#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来的建议,一面明电祝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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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五中全会,表示愿加强两党合作; 一面密电蒋介石, 再次阐述

两党不能合并的原则。中共中央密电指出: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

事, 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

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

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

思主义之信仰, 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中共中央明确表示绝不能接受国共两党合并的方案,意在“打

断蒋此种念头”。 同时, 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央全会

建议, “慎重考虑”中共六中全会提出的“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

法”。 中共中央斩钉截铁地拒绝两党合并, 立即引起国民党中央

的强烈反响。

如何对待共产党, 成为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一时间,

反共情绪高涨。蒋介石向全会说明, 目前正值全民族抗战时期,因

此对共产党不宜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而应主要使用政治手段

“严正、管束、教训、保育”。他特别指出:“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

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一年前,蒋介石在提出国共

两党“溶为一体”时,曾表示准许主义信仰自由, 愿意容纳共产党为

国民党内的共产派。经过一年艰苦的谈判,蒋介石意识到,共产主

义信仰,是共产党人坚持组织独立的思想基石,因此,取消共产主

义旗帜,是实施国民党合并共产党方案的关键所在。

国民党五中全会宣告断然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的跨党联盟的方

案。根据全会精神,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于4月 14日颁布《防制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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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办法》的密令,同时专门设置“防共委员会”,开始有计划、有组

织地“管束”共产党。

由此可以断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

系的转折点。共产党明确表示, 拒绝两党合并方案; 而国民党则郑

重声明,拒绝国共跨党方案。此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继续以临时

协商的方式维持, 直至再度破裂。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共两党毅然化敌为友, 携手抗击日本侵略

者。执政的国民党凭借国家危机产生的民族凝聚力, 力图将国共两

党“溶为一体”, 实现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举措再三, 终未能如

愿。而弱小的共产党则主张民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坚持各党派

保持独立、长期合作的方针,终于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政

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一党专政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

难,已成为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而各党派互相合作长期共存,国

家政治民主协商的原则,至今依然富有生命力。
(作者单位: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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