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

张 生

内容提要 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 一直着意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

并加以运用。为此, 它与重庆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并与日本方面进行了

艰苦的交涉。应该说,汪伪的 努力 是多方面的, 但由于重庆方面比较得力

的反制, 日方本于自身利益的掣肘以及其侵略本质无法改变,特别由于中国

战时民族主义的强势反击,汪伪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战中软弱无力, 其

运用也流于断章取义和狡辩,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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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漂白自身的奸伪身份, 汪伪一直强调自己是国民党的正

统,战前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 孙中山思想的真正实践者。为

此,他们表现出与其他 普通 汉奸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即与重庆

方面激烈争夺一些长期附着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争夺的过程

中,汪伪营造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理念,并因应各种外在因素的制

约,塑造在当时条件下它自认为可被各方接受的政治面貌。汪伪

粘连国民党政治符号于自身的行为, 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

了复杂的影响。

然而,对这一问题,史学界缺乏研究。海外史学界几乎没有将

其列为研究对象 ! ;中国海峡两岸的史学界由于承接了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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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语境,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本文作为尝试,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方家指正。

一 国民党政治符号和汪伪运用其政治符号的特点

何谓政治符号( P lit ical Symbol) ?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中,定义是不同的。有论者综合各家意见认为:政治符号 是一种

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种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

识形态等等。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 , 铸为群众向往之

标志, 由于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

右群众信仰与行动, 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 !

按照上述解释, 台湾学者陈恒明把中华民国的政治符号体系

总结为 3方面: 1 立国正统符号, 内包括以 中华民国宪法 为标

志的法统和孙中山自述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

统。2 立国正名符号,包括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国歌和国花。3

立国基础符号, 即三民主义。∋ 按照这种概括, 孙中山遗产是中华

民国政治符号的核心。而孙中山遗产体系宏伟,其真正的内涵, 至

今常论常新。事实上,国民党人对孙中山遗产的理解也是多种多

样的,但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 法统 、三民主

义、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青天白日旗帜和徽章、反帝、废除不平等

条约等均被认为是重要的标志性因素。

从逻辑上讲, 中华民国 并不等于中国国民党, 但在 1927 (

1949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由于国民党的 党国 理念, 国民党认

定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主宰和几乎全部政治资源的拥有者, 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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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符号因此被国民党人认定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而且,

这一理念因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的特殊经历而强化: 中华民

国 是革命党人首先创始并在其实现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但 二

次革命 以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中国的政府却是北洋政府,

国民党人不仅沦为在野,甚至被捕杀。长期被排挤于中国主流政

治之外的经历, 使国民党人特别看重他们在民国历史中的 正统 

地位。尤其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人的语境中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

他的经历被认为是中华民国法统所系, 他的事业被认为是中华民

国真精神之所在,与孙中山及其遗产的关系便成为国民党政治文

化中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源泉。

谒陵现象 可以为我们理解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作用提供参
考: 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活和它所主导的当时社会生活中,拜谒中

山陵是表达某种诉求、主张、情绪、抗议的流行方法, 蒋介石在中

原大战中获胜要谒陵, 宁粤和议共赴国难要谒陵, 召开五全大会

以示团结要谒陵,西安事变归来要谒陵, 告别南京迁都重庆要谒

陵))可以说,战前国民党人的政治活动举其大者, 无不以谒陵

为某种标志。当然,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立即

拜谒朱元璋孝陵的事件中, 找到国民党人 谒陵情结 的某种 基

因 。除此之外,续范亭对国民党对日政策表示不满, 在中山陵

自杀;中国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 行前谒陵以示决心; 当时全

国各地到南京办事、参观、旅游的官员、知名人士、学生, 莫不以

谒陵为此行的高潮和标志。谒陵之所以被赋予种种涵义, 应与

谒陵被作为后来者与孙中山进行精神沟通、承接其遗产的象征

有关。

抗战爆发后,孙中山遗产成为凝聚全国力量、进行持久抗战的

重要象征, 尤其是孙中山在革命力量弱小时精诚团结、坚忍不拔、

屡仆屡起的精神,成为国民党人和全体国人自我激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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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孙中山及其主义,是当时各党、各派政治人物的共同特点。

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后不久, 把国难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国难的希望

都归结为三民主义, 他说: 总理曾说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 即希望

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 不幸十年以来, 一般国人,

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 亦无深刻之认

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 国力固因之消耗,

人民亦饱受牺牲, 遂令外侮日深, 国家益趋危殆, 此数年间,中央

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 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

主义者, 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

表之宣言))宣称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以证明中国今日只

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余以为吾人革命, 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

与私见, 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回顾

了孙中山以三民主义集合同志进行革命的历史, 重申三民主义为

最高指导原理 ,提出: 今日之事, 非抗战建国并行,无以解目前

之倒悬, 辟将来之坦途,非团结无以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把握,

非共同努力于三民主义之实现, 无以得真正之团结, 此诚所谓根

本之图。 ∋

中共方面, 1937年 7 月 15日即表示: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 此后中共

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申明这一点。例如, 周恩来与阎锡山谈话

前,毛泽东等即要求周声明 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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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

汪伪诸人,还未投敌之前, 言论之中, 民族主义、反帝等与三

民主义存在必然联系的言词甚是激烈。汪精卫称: 所谓抵抗, 便

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

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的牺牲完了, 我们的抵抗之目的也达到

了。 ∋ 周佛海在论述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意义时,直接进入

孙中山著作习见的语境中, 他肯定抗日战争是 向日本帝国主义

作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民族抗战 , 他说: 中国是在日本帝

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次殖民地, 我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比日

本薄弱。我们现在为了领土主权的完整, 民族国家的独立,不得

不竭尽我们军事上、经济上的力量,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勇敢的

抗战。 ∗ 陶希圣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

纲领∃用 4点来概括其 全部内容 ,其中第一条即是 以民族主义

对抗强暴侵略 。+

托顿∀J∀安德生说: 符号的使用,在于总括与简化一种思想价

值与情绪的复杂类型,作为群众思想行动的基础, 并提供必要的统

合。 , 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战时起到了整合国内政治力量、维护

合法地位、发动国民投身抗战、激励民心士气等多方面的作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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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军队员杨惠敏携带青天白日旗泅过苏州河声援坚守四行仓库官

兵的壮举,之所以被长久传诵,也是因为其中政治符号的作用。正

因如此,汪伪诸人开始自己的 和平 事业时, 政治符号也不可避免

地被纳入了议事日程。

应该说,汪伪诸人酝酿 和平运动 伊始, 即存在 汉奸焦虑 
(恐怕被国人视为汉奸) ! , 他们对塑造自己作为国民党正统、孙中

山传人的形象非常在意, 他们希望国人能够相信: 他们是国民党中

认为对日和平有利于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要为中国争利益,换言

之,他们与先前已经充当日本傀儡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

新政权的汉奸有根本的区别。为了实现这一点, 他们在言行中强

调携带国民党的政治符号。

#艳电∃是汪伪公开投日的第一篇重要文献, 虽语多含混、乖

谬,但有一点汪精卫很明确地加以宣示,他说: 三民主义为中华

民国立国之责任。 ∋ 三民主义以民族独立为首要之旨,汪本人早

年对此也有阐发之功。投日之际, 汪重发此论, 可以看出汪伪对

国民党政治符号运用的第一个特点,即取其躯壳。不惟汪精卫如

此,周佛海 1939 年 4 月与梅思平商量收拾时局办法时, 也提出

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

件 。∗ 至于这四者背后的日汪密约,周并不介意。

取其躯壳, 是很容易被留心者识破的。像民族独立、国家生存

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汪精卫想含糊其词地绕过去蒙混过关,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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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日本同一阵线的立场上, 谈这样的问题, 又实非易事。汪此时

发挥了他的另一长项: 狡辩(也有人称他雄辩)。他说: 然则为什

么抗日呢? 是为保卫国家生存之独立。可见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

是目的,抗日不过是手段。前年七月为什么主张抗战呢? 为的是

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如今为什么主张议和呢? 为的

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生存独立。 从这样的论点出发, 汪精卫很

明确地表示: #艳电∃无损于国家之生存独立。! 狡辩是汪伪运用

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第二个特点。

狡辩之所以为狡辩, 就在于其强词夺理,而偷换概念、断章取

义是强词夺理的常用手法。汪精卫说: 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

%言和平就是汉奸。& 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 是

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 %忠孝仁义信义和平& 的匾子, 其解

释应该是%忠孝仁义信义汉奸& 了! ∋ 本来, 陈嘉庚说 言和平就

是汉奸 正是对汪精卫式的 和平 说词的揭露, 本非泛指; 而 忠

孝仁义信义和平 的 和平 也根本不是与 战争 相对立的那个

和平 。

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套用语言学的术语, 有 能指 和 所

指 两层。譬如, 国民政府 一词,能指国民革命时期的广东国民

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 1927 ( 1937 年间的南京国民政府, 西迁重

庆的国民政府, 也能指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 但在特定的语境中,

所指是固定的。 能指 和 所指 在国民政治符号体系中的区别,

关系到重庆与南京孰真孰伪的问题, 关系到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

有最终使用权和解释权的问题。

汪伪这方面有先天不足。本来, 1938 年 1 月 16 日, 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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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发表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后, 1月 18 日, 又发布#补

充声明∃称: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 较之否认该政府

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 为了否认国民政府, 只要承认新

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

期, 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之新例, 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

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之方针, 故无需宣战。 ! 但这些无视中国政治现实的

强硬声明并未产生汪集团作为接替重庆政权为代表中国唯一合

法政权的连带后果,汪伪不仅缺乏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甚至日

本方面也未在法律意义上予以立即承认。这样, 虽然汪伪十分强

调 法统 , 但在国民党人和当时国民的所指中, 所谓的 法统 脉
络明显延续在相继以南京 ( ( ( 武汉 ( ( ( 重庆为重心的国民党大

多数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 汪伪选择了在国民党既往政治架构上人为嫁

接其新政治体系、取得国民党政治符号使用权和解释权的办法, 这

是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第三个特点。

为了实现这一点, 汪伪既要承认一定阶段的国民党政治体系

为合法,以承接其合法资源, 又要宣布一定时期以后的国民党政

治体系为非法。1939 年 8月 28 日,汪伪在上海召开所谓 国民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宣言中, 汪伪将其合法依据上溯

到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 称这次大会制定了谋求

合于正义和平 的方针, 并 以执行方针之责付之蒋同志, 蒋同

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 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 解

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 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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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 。! 据此, 汪精卫等致

电重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朱家骅等, 宣布: 自 1939年 1月 1

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 已丧失行使职权之

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 ;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

暂行解散, 听候改组; 在中央各委未能齐集之前, 中央各种会议,

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 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 等

等。∋ 此后, 汪伪召开中央政治会议, 决定 国民政府还都 , 并煞

有介事地仍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合法选举出来的林森为国民

政府主席, 汪本人只是 代理 。

二 汪伪为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与重庆方面的折冲

重庆方面以蒋介石为总裁的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手创, 它一

直认定自己是相关政治符号的必然拥有者和解释者。从法理和逻

辑的角度讲,汪伪方面与之争夺政治符号必定处于下风。但汪伪

由于前述原因, 实处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逼出

了他们的政治 智慧 。

在抗战前期,对中国共产党和重庆方面联合中共的政策进行

攻击,是汪伪的重要入手之道。在它的逻辑中, 妖魔化 中国共产

党,并顺带 妖魔化 与中共合作的重庆方面、尤其是蒋介石本人,

有助于剥夺重庆方面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汪伪称: 盖中国

共产党,不过为第三国际之一分部,所谓第三国际,无论其表面上

有若何之理论为掩饰,然其实际,不过为苏俄之一扩大的国际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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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耳))所谓中国共产党者,一言以蔽之, 苏俄所派遣于中国之

一间谍机关或特务机关耳。其心目中, 无所谓国家, 无所谓民族,

无所谓政策。忠实执行第三国际之命令,随时随地改变口号,欺惑

民众,利用无智识而又有野心之军阀或政客, 此即中国共产党之政

策也。 ! 中共被污蔑如此,跟重庆有何关系? 汪伪的逻辑在这里

分解为两个相关的思路: 一是 蒋介石被中共挟持 和重庆方面 国

民党被蒋介石挟持 的双重 挟持说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总裁, 对

重庆方面的最终决议有最终决定权,他既被挟持, 当然不能把持国

民党的政治符号;重庆国民党任既被蒋介石挟持, 他们所做各种决

议当然无效,国民党政治符号不能由他们掌握。二是中共坚持共

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格格不入,联合中共的重庆方面因

此应丧失对三民主义等的拥有。

汪伪六全大会召开之时,重庆方面与中共方面的矛盾已经开

始尖锐。但汪伪视而不见,竟称: 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拥护,

阴则供其利用))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 一

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 ∋ 又云 西安事变

以后,蒋中正同志为所劫持,供其奔走, 任其利用, 若非至于亡国灭

种而不能自己者 。∗ 他们的着眼点似乎集中在由此确定汪精卫
而非蒋介石为国民党正统上。而汪精卫本人将 挟持说 进一步推

广出去,他的着眼点是抽掉蒋介石由国民党人赋予权力的政治基

础。他说: 重庆方面,大多数同志为独裁势力及共产势力所挟持,

言论行动不能自由,对于本届大会宣言暨各种重要决议案虽衷心

接受,而仓猝之际尚不能行之事实,此中隐痛,兆铭知之最深,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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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切。 ! 此种言论,汪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增添想象的细节,

再加发挥,他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人, 受蒋介石独裁势力之挟持,

虽有意见,不能发表,行动尤不能自由。汽车路、飞机场,皆有严密

之检查,非蒋允可,不能出行。故在表面上,惟有胁从现象 。∋

至于中共与共产主义, 汪伪诸人的攻击更加无所顾忌。汪精

卫对日本方面称: 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 绝对相反。盖

民生主义以社会合作为骨干, 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为骨

干, 一为和平, 一为扰乱, 不能相容也。 ∗ 在回答欧美记者提问

时,汪是另一种态度, 将来之中央政府即现在之国民政府, 不过从

国民政府中除去共产党人及为共产党劫持之人, 而易以和平反共

建国之分子 。汪的如此立论, 预留了后路,他说, 将来由 和平反

共建国分子 主持的国民政府不过是 人事更迭,政策变换而已, 其

国内法律上之地位与国际上之地位, 依然如故也 。+ 这是一种欧

美人很熟悉的话语,但他的真实逻辑在给国民党人的通电中却被

一语道破: 吾人欲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则共产思想尤在所

必摒。 , 如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 汪精卫的上述三种说法是

针对兴趣不同的受众的。

面对汪伪的挑战,重庆方面紧紧抓住汪伪的软肋, 直接以确认

其 汉奸 身份、剥夺其国民党人的资格,回应汪伪的自我粉饰, 使

其失去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权力, 这一点重庆方面得到了抗战

情绪高涨的国人的高度支持。1939年 6月 8日,重庆方面下令通

缉汪精卫等人, 8月下旬,除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已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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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又决议开除梅思平、高宗武、丁默 、林柏生、陈群、缪斌等人的

党籍。1939年 10月 1日,在汪伪等建立 中央政权 前夕, 蒋介石

对中外记者表示: 汪逆卖身投敌, 罪恶昭著, 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

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 ))其参加之每一

份子, 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 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

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而举国自无一人不知邪正黑

白之所在。 ! 1940年 1月, #日汪密约∃公布后,蒋介石再次点明

汪精卫的行为使 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个秦桧,刘豫、张邦昌的后

身,供后人痛愤而已 。∋ 同时, 重庆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利用特

殊的时代背景, 将政治斗争 通俗化 ( ( ( 塑造汪伪诸人的 娼妓政

客 形象∗ ,直接毁伤其政治人格, 剥夺其自附于国民党的资格。

蒋介石说: 中国抗战二年以来,一般军民皆能为国家效忠, 无愧其

职责, 即卑贱如盗匪娼妓,以至于狱中之囚犯等, 亦皆能激发爱国

良知)) ,而汪精卫等人的罪恶, 虽百死不足蔽其辜 。+蒋暗示

汪不如娼妓,而舆论则明白直攻之。吴稚晖回顾汪朝秦暮楚的政

治历史,直呼其为 妓女政客 。, #扫荡报∃称, 汪逆既为利欲所

诱,自甘暴弃国民党决不能因其以往曾取得党员资格之故, 而遂宽

纵其残害民族之巨罪))汪逆尤欲冒称国民党,称呼党员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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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犹极下贱娼妓,强呼良家女子为姊妹行,徒令人作三日呕耳 。!

国民政府侨委会在对海外侨胞广播时称: (汪精卫)的领袖欲也可

以满足了,只在这一点上,他不惜出卖人格,辱灭祖宗, 像妓女一样

倒在敌人的怀里,任敌人玩弄。 ∋

重庆方面并不十分理性的反制汪伪的措施在当时民族情绪高

涨的背景下,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汪伪做足了文章的国共合作

问题,重庆方面在五届六中全会后,调整了对中共政策,国共摩擦、

冲突不断。在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之后,指责重庆方面和蒋介石受

中共蒙蔽、挟持己经无人相信;太平洋战争后,甚至曾强烈反共的英

美也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继续打反共牌,当然可以取悦于日本及

其盟友,但无助于其改善国际社会中的傀儡形象。汪伪乃将其对国

民党政治符号的追求重点转向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是国民党自创始时就有

的重要诉求。孙中山在世时, 由于长期不处于执政地位,对列强依

据不平等条约欺凌中国感受尤深, 留下大量遗教, 所有自称是国民

党的人无法不对这一点有所交代。

汪伪政府成立后, 对日本根据#日汪密约∃等取得的一系列

侵略权益已经无法置喙, 但它本来对支持重庆的欧美列强可以

有所动作,然而, 汪伪 外交 以日本的战略需要为指针, 在日本

对欧美列强关系未最终破裂前, 汪伪也只是在上海租界不断给

欧美制造麻烦而已。∗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汪伪提出参战问

题, 企图以此取得国际地位。日本方面认为 此足以妨碍全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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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可能导致英美空袭南京、暴露日本弱点等负面效果, 而予以

拒绝。!

但从 194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不断失

败,日本开始实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策。1943年间, 日本抢在英

美与重庆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将天津、广东、北平、厦门、上

海、汉口等地的各国租界陆续 交还 汪伪,东条英机在 1943年 3

月访问了南京, 1943年 10月 30日, 日本更与汪伪签订#日本国与

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声言 尊重其主权及领土 , 规定了撤军等事

项,汪精卫对此兴高采烈,作为其攻击重庆方面的重要武器,他说: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 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 如恢复卢

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 。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

言,不仅得以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甚至超过了几

倍。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 有租界, 有治外法权, 如今

则已消失; 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 次殖民地 

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 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

等条约已被废除))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

战,己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

在汪伪来说,从日本那里得到这样的 平等条约 已是望外之

喜。而重庆方面, 随之得到英美等放弃治外法权、租界等权利的

平等新约 ,在随后的开罗会议上, 不仅蒋介石与邱吉尔、罗斯福

在表面上平起平坐, 中国跻身 四大盟国 ,而#开罗会议宣言∃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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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更上溯到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所攫取的中国利益, 这些是汪伪

甚至无法向日本启齿的。换言之, 在争取国际平等地位上, 汪伪仍

无法取得主动。但谩骂是少不了的, 自欺欺人的狡辩更是少不了

的。汪精卫说: 英美在这时候来说废约比空口说白话更要无聊。

况且还只是一张预期支票,其能否兑现要到战后才加以考虑,那么

连空口说白话也说不上))英美在东亚的希望,全在蛊惑重庆, 使

之执迷不悟,在东亚团结的历史上,留下一些污点。 !

战争后期, 以汪伪集团的实力,已不足以言与重庆争夺国民党

的政治符号;但它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国民党政治符号。汪伪诸人

在与重庆方面暗通的过程中, 明确了以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重庆

的国民政府为正宗的立场; 然而也没有公开与日本方面决裂。在

首鼠两端之间, 国民党政治符号对汪伪的意义转变为: 一方面, 呼

应日本方面 强化国民政府(按:指汪伪) 的 对华新政策 , 使汪伪

向日本争取有限权利的要求正当化;另一方面,成为汪伪诸人预留

政治后路的护身符。这里, 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周佛海在战后被审

判时的抗辩,汪伪诸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逻辑在其中表现得

淋漓尽致:

第一、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沦陷区的人民再振作了

民族精神, 再加强了民族意识。自敌寇侵占后,陷区人民目不

睹国父遗像和国旗, 耳不闻国父遗嘱和国歌, 至于三民主义的

宣传和国民党的活动更是被敌寇悬为历禁。中央是不是希望

陷区人民目能瞻拜国父遗像和国旗,耳能听国父遗嘱和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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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其民族意识和精神呢? 中央所希望而当时不能做到的

的,我们替中央做到了, 难道是 祸国殃民 吗? 第二、敌寇是

要灭党的, 而在他们的占领区,国民党活动起来了, 三民主义

宣扬起来了;敌寇是要打倒青天白日旗和国民政府的, 而国民

政府却在他们后方成立了, 青天白日旗又代替五色旗飘扬

了。!

三 汪伪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日本方面的折冲

在日本开始诱降汪伪时,让汪精卫等人保持国民党内和平派

这一较为 中性 的形象是既定策略。而汪精卫本人也打算结合国
民党内的反蒋力量, 在西南建立 和平亲日 政权。之所以不选择

到日本占领区活动, 是为了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划清界线, 也是为

了与 重光堂会谈 中 随着治安的恢复, 在两年之内撤兵 的约
定∋ 相呼应。但近卫声明发表之时, 这最为要紧的撤兵约定, 竟

忘得一干二净, 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会走上歧途 。直接策划

汪精卫出走的犬养健都表示: 我失望了。 ∗

接下来,日本人更失望了 ( ( ( 汪精卫等曾经吹嘘的国民党内
亲日派 + 群起响应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不仅何应钦、张道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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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日派 一词,在抗日情绪一再高涨的民国政治语言中,经常被过度使用,很多从

事对日交涉的人都被唤做 亲日派 。这一情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已有之; 抗战

爆发后,中共方面、日本、汪精卫均认为国民党内有一个人数较多的 亲日派 ,并基
于此作出不少政治判断。

[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 ,任常毅译,第 83页。

[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 ,任常毅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 83页。

#周佛海之答辩书∃ ( 1946年 11月 2日 )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上)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14 ( 215页。



黄郛、熊式辉等所谓 亲日派 没有动静,张发奎、龙云、阎锡山等曾

与汪合作过,被汪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也无其期待的反应。被

视为汪铁杆心腹的顾孟余不仅反对#艳电∃的发表,而且对汪其后

的一系列活动毅然保持距离。汪精卫后来悲伤地表示: 已遣使探

顾(顾孟余)如何再覆,顾于仲鸣死,无一言之唁,其心已死, 不必再

注意其人矣)) ! 汪政治牛皮的破产,使其丧失了与日本交涉、

索取 重光堂会谈 中日本许多重要承诺的资本。这些承诺中, 牵

涉国民党政治符号、具有重要意义的,除撤兵外, 尚有外国租界返

还中国、治外法权返还中国,等等。∋

汪精卫在河内度过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春天后,决定到上海开

展 和平运动 , 这使他进一步丧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今
井武夫分析说: 本来再重光堂会谈时, 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

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

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

国民政府, 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

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

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 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

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

弃。殷鉴不远, 恐重复北平临时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梁鸿

志的覆辙。 ∗

如认为日本的这种担心, 汪伪诸人毫无察觉, 那未免太低估了

他们的政治智商。他们曾采取了措施, 企图与王克敏、梁鸿志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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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 ,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02 ( 103页。

[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 ,任常毅译,第 93页。

#汪精卫致其妹函电∃ ( 1939年 12月 21日) , (台湾 )国民党法务部调查资料室#汪

伪资料档案∃,转引自陈木彬:#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 ,第 83页。



关系,比如,他们筹划组府期间,很滑稽的拒绝与王、梁同处一室。

但王、梁的靠山是日本,而汪伪能否保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占

有,关键在日本方面的态度。汪伪为此与日本进行了并不轻松的

交涉。

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商谈组府时。出乎一般人的

意料,汪精卫把重点放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问题上, 汪提出: 以

国民党为中心))建立国民政府是最适当的。 他论证说: 对于

国民党标榜三民主义问题, 前次派高宗武来, 日方提出应该清除

与共产主义有关的连带性, 恢复所谓新三民主义的意见,这是值

得重视的。本来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 是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

的,今后我打算今后尽最大努力发挥三民主义的真意。 平沼则回
应说: 在完全与共产主义分开的三民主义下促进国民党的更生,

并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 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 采取这种

办法,我是赞成的。 ! 汪、平沼的这段对话,透露出几个信息: 一、

日本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 连带

性 ; 二、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的政治符号的运用是断章

取义的; 三、日本政府高层在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 同意

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 四、所谓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

政府,实际上是要求汪伪在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 容纳本身与

三民主义并不相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既有汉奸政权。这一会谈

的重要性,历来为史学界忽视,实际上它勾画出了汪伪运用国民

党政治符号时对日折冲的轮廓和架构, 尽管在面对不同的对象

时, 折冲的重点不一。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是激进的对华 膺惩派 , 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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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情况下, 板垣曾较长时间地主持对

华政策的决策。汪、板垣第一次会谈时,他提出: 日本把三民主

义看成是危险的东西, 尤其因为有民生主义乃共产主义的文句,

有种种误解。 对此, 汪的解释是: 孙中山 在当时的形势下把各

种潮流、各种思想全部引进自己的主张, 为了想在国民党中把他

们同化,所以有这样的文句。如果细读全文, 就了解这里讲了民

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理由, 结果, 劝告抛弃马克思主义

而采用国民党的主义 。! 汪精卫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

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解释显然有两重目的: 既要继承孙中

山的衣钵, 又要使日本军方接受他对三民主义内涵的 新 界

定。

汪精卫与近卫会谈时,除提出 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 本来完

全是着重中日提携 的谬论外,更进一步提出, 我之所以主张政府

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旗, 决不是面子的问题, 这是

为了扫除国民畏惧之念,使其安心地考虑问题的缘故 ,他提醒近

卫, 过于限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恰像不成国家的状态 。∋ 把能否

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争取中国民众对 和平运动 的 理解 结

合起来。汪精卫在此道出了他反复争取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终极意

义。

日、汪在关于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上有利益结合点。日本

方面痛快地答应汪伪以 还都 名义建 中央政府 , 而政府名称为
国民政府 ,目的是向重庆方面施加压力,希望在将其贬为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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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的前提下,将其纳入 和平运动 的轨道。汪伪如此强调国民

党政治符号,自然是想取代重庆方面地合法地位,洗刷汉奸形象,

成为日本唯一或主要的交涉对象。但是,日、汪在关于国民党政治

符号的问题上又是有分歧的: 汪伪诸人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政治 理

想 , 而这些 理想 中,有些是日本并不乐观其成的,比如,使 新中

央政权 具有一定的 独立性 和 完整性 ; 又比如, 搞些 民生建

设 , 以争取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日本方面, 扶植汪伪的终极目

的是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 促进中国内部分裂,进而解决 中国事

变 , 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这种分歧的性质在汪伪的 国旗 问题
上充分的体现出来。

本来, 组府前汪伪中央政治会议 充分 考虑了日本可能的反

应,在确定青天白日旗为 国旗 时, 已经决定 在国旗和党旗等旗

子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的大型黄色布片 。但日本方
面提出 为避免混淆纠纷 ,汪伪军队直接用写着 反共和平 大字

的黄色旗,而不是用什么 国旗 等。汪的态度是, 如此, 作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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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档案 S487号∃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 ,第 88( 91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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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项改称和改组旧国民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采取亲日、满防共政策; 蒋介

石下野。[日]堀场一雄: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内部资料) ,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51 ( 152页。



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 。日方又提出, 前线日军正和打着青

天白日旗的军队进行战争, 如汪伪突然又用青天白日旗,会 引起

种种误解 ;汪乃还价说, 在前线 或者有此必要 , 但在非前线地区

如 军营 , 还是应该用 国旗 , 否则会 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

性 。汪精卫的 顽强抗争 换来板垣厉声呵斥: 无论在前线或是

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这一点是政府和军

方充分研究的结果。 !

后经双方协商, 日本终于同意汪伪使用青天白日旗,但须在旗

子上加 和平反共救国 的黄色飘带。汪伪国民政府 还都 当日,

伪中央党部悬挂青天白日旗帜,因未附加黄色飘带,遭到日军士兵

的枪击。在周佛海 1940年 3月 30日的日记中,他的记述是这样

的版本: 惟因悬旗时,我方多未照协定办事, 致使对方不满, 为美

中不足之事。此责应由我方负之, 不能怪人。 ∋ 6年后,他制造了

另一个故事版本: 南京政府成立的那天,敌寇有些下级军官要向

青天白日旗开枪,有些嚎啕痛哭,要切腹自杀,闹了一个多月,南京

的紧张空气才慢慢的缓和下来))可见南京政府的成立, 对于动

摇敌寇军心有了相当效力。 ∗ 政客们翻云覆雨原是常见手段, 不

足为奇,但周佛海在这里企图说明他们在沦陷区运用国民党政治

符号的实际效果, 这固然出于编造, 但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 理

想 ( ( ( 希望利用自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 从日本占领军那

里争得一些利益;并把某种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得以运用,视为他们

确实从日本争得了利益的证据 ( ( ( 1942年底,日本开始酝酿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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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提出 强化国民政府 , 汪伪的 地位 有较大提高。1943

年2月 3 日, 汪伪国民政府乃发布文告规定: 自 2月 5日起, 撤去

青天白日旗上的黄色飘带。周佛海对此自得地表示: 一年来苦心

及努力竟能实现,虽时机使然,亦努力之结果也。 !

如前所述, 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个人的

遗产。日本在兴兵全面侵略中国之始,确实有把国民党视为中国

民族主义的代表,并因此有否定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倾向,它先期扶

植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不

仅与国民党政治符号没有丝毫衔接之处,相反,这两个伪政权具有

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伪临时政府称: 国民党窃据政柄, 欺罔民

众者十有余年矣))内则劫持民生, 虐政相踵,外则土地日削, 反

复容共,倒行逆施, 不顾社稷之将覆。 ∋ 伪维新政府称国民政府

焦土政策,等于自戕,容纳共产, 俨同招寇, 是中国有史以来惟一

之恶政府)) 它否定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的法统, 称

其 窃号自娱,已失统御能力 。∗ 在扶植汪伪政权的过程中, 日本

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汪伪诸人夹带过来的国民党政治符号, 但并不

满意于在这方面被汪伪 利用 + 的被动 , , 乃加入其中, 帮助 汪

伪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体系中增添于己有利的新因素,其中,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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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 大亚洲主义 。

孙中山长期利用日本作为革命基地,从日本迅速近代化、成为

世界强国的过程中, 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和亚洲解放、复兴的希望。

1924年 11月 28日,孙中山在神户演讲, 把日本称为 亚洲复兴的

起点 ,他说, 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 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

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 , 在高度评价日本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

序之功的同时, 孙中山提出 大亚洲主义 , 要用此主义 以王道为

基础,是为打不平 , 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 争得解放和平等,他恳

切地提醒日本: 你们日本既得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了亚洲

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 究竟是做西方霸

道的鹰犬, 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

择。 ! 紧接着,孙中山又演讲了#日本应该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

约∃。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说的 大亚洲主义 内涵是非常明确的,

即要求日本放弃侵略中国, 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平等成员。

大亚洲主义 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自不待言;而日

本对中国的侵略抽掉了孙中山 大亚洲主义 的真正根基。所以,

汪、日对之加以歪曲,作为国民党政治符号中对他们均有利的东

西,就使汪他们的 大亚洲主义 (战争后期不知不觉地衍生为 大

东亚主义 )仅仅与 孙中山 这个名字具有皮相性的联想关系。

以汪伪理论家林柏生对 大亚洲主义 的解说为例, 他说: 孙

中山先生提倡大亚洲主义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亚洲民族联合起来,

把国际侵略主义从亚洲排除出去, 恢复我们亚洲民族的地位,中日

两大民族是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动力,所以必要中日合作,才能

够领导亚洲各民族, 联合起来, 才能够恢复我们亚洲民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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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建设亚洲的新秩序,这就是大亚洲主义的真义。 ! 如此稚

拙、空洞的概念游戏实非由于汪伪诸人的无知,而是因为日本作为

国际侵略主义 一员的事实无法改变, 所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

争以后,日汪 大亚洲主义 迅速发展成为种族主义的言说, 汪精卫

论证道:此次战争若英美战胜, 整个东亚民族将和印度民族、非洲

黑人、澳洲棕色人种一起,同受奴隶待遇,整个东亚将永远为英美

的次殖民地;而如日本战胜,英美百年侵略势力将一扫而空, 东亚

解放,中国也将得到自由平等。∋ 日本扩大战争的企图,在这里反

被标榜成了为解放亚洲而不惜对英美开战。汪伪 大亚洲主义 的

穷途末路,和它自称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一样,关键在于事实

总不站在它这边。

四 中国战时的民族主义与汪伪运用

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困境

按照英国著名 新左派 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看法,西方

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运动勃兴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后,在这之后, 欲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 离开民族主义是不可能

的。∗ 这种看法显然在中国晚近以来历史解释中极易找到对应

点。杜赞奇认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对描述民族国家的历史特别

具有价值, 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

来,同时也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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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版,#导伦∃。

汪伪宣传部第 50号宣传要点,上海档案馆藏,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 ,台湾李

敖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73页。

#林使节与关西学生对谈∃ ,汪伪宣传部编印:#国民政府使节赴日答礼记∃ , 1940年

10月,第 65 ( 66页。



套与之相关的词汇))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

资源, 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 改变了人

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和看法 。! 正因为如此,

笔者认为,尽管对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中国抗日战争

的时代背景下, 研讨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面临的明

显困境,是不可能脱离民族主义范畴的。

厄内斯∀盖尔纳说: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

政治的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 ∋ 霍布斯鲍姆基此演绎该原

则的含义为:某一民族之人对代表这一民族的 那个政治体所负

的政治义务,将超越其他公共责任, 在非常时期(比方说战争期

间) ,甚至凌驾在所有责任之上 。∗ 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国民政府

在1928年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抗战爆发后,更获得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高度认同,而民族主义

正是整合各股政治力量的利器。重庆方面在这方面的先天之利,

使其能够要求国民和各政党、团体以其为中心尽团结抗战的政治

义务。尽管各方尽这一义务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 但即

使在重庆方面最困难的时刻(比如 1940 年 5 月宜昌被占、1944

年豫湘桂失利) ,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纽带的统一战线抗战体制并

未彻底崩溃,重庆方面得以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中国政治中心的地

位, 它对国民党政治符号(尤其是可以与民族主义紧密衔接的部

分)的保有和运用也因此具备绝对优势, 这给汪伪造成巨大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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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版,第 9 ( 10页。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页。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 ( 3页。



境。

以#艳电∃发表后各界的反应为例。今天对这一文件的明确定

性有后见之明的因素在内, 其实, 至少在汪等人当时的自我定位

中,他们觉得自己在#艳电∃中坚持以保持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内涵
作为对日议和的前提,是可以说服国人的。但是, 在民族主义的语

境中, 各界对#艳电∃的解读立即界定了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和卖国

企图,并 顺带 反复确认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 以及对他坚持民

族利益的期许。其中,毛泽东就明确判断汪精卫乃 叛国投敌 , 表

示中共将 拥蒋反汪 。!

#艳电∃发表后相当长时间内, 国民党中央仅将汪精卫永远开

除党籍(这在民国史上是很滑稽而无谓的处分) , 蒋介石甚至连汪

一系列动作的准确性质也未公开判定。∋ 但从各界反应看, 一方

面,除个别人外,认为汪言行系叛国性质的判定非常明确; 另一方

面,被汪寄予厚望、引人猜想的地方实力派比蒋嫡系还要激烈, 而

且,绝大多数人认为仅永远开除汪党籍的不够的, 象与汪精卫渊源

极深的张发奎就称汪 虽加寸磔, 未足蔽辜 ,要求国民政府将其

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 这些, 反映了民族主义强势语境下中国

各界的反应方式和趋向, 事实上,陈嘉庚等人还提到当时国民参政

会作出的抗战 中途言和, 即为汉奸国贼 的决议,以提示、激励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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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之微电∃ ( 1939

年 1月 5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作战时期∃ ,第 6编,#傀儡组织∃
( 3) ,第 65页。

张生、柴林:#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原因探析∃ ,#抗日战争研

究∃ , 2003年第 2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

版,第 102页; (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作战时期∃ ,第

6编,#傀儡组织∃ ( 3) ,第 55 ( 76页。



介石。! 蒋介石显然注意到了民意所在, 他后来也以同样民族主

义的态度告知孔祥熙: 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张与敌从

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

汪伪深知战时民族主义是必须正面应对的情绪和思潮, 因为

当时的民族主义时刻冲击着其 和平运动 的根基,所以汪伪诸人

乃不得不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为其言行辩护。尤其汪精卫本人,

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反制工作。

首先,汪精卫承认 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达了民族意识,

这是不可磨灭的 ,但他说 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

用了 。汪说: 利用民族意识, 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 来做摧残

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

道有所谓民族, 有所谓国家 。∗ 在此前的国共争斗中, 曾有不少

国民党人对中共恶语相向,但汪精卫所强调的,是中共的 非中国 

特质,他说: 共匪向来提倡工人无祖国的,向来提倡阶级观念超于

国家观念的))共匪之抗战目的, 与中国人之抗战目的,完全是两

样的。中国人之抗战,为本国而战。所以其结论自然是不得不战

则战,可以和则和,共匪之抗战,为第三国际而战, 其目的在使日本

疲敝,使中国崩溃,所以其结论自然是抗战到底))共匪是另外一
肝心的,不足为怪,所可怪者, 是那些做共匪工具的,到底是全无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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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

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 , 1981年 5

月,第 307( 312页。

#蒋委员长致电孔院长祥熙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张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

奸论罪杀无赦之佳电∃ ( 1939年 10月 9 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对日作

战时期∃ ,第 6编,#傀儡组织∃ ( 3) ,第 159页。

#南洋华侨酬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以汪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请宣布其罪通缉

办法之世电∃( 1938年 12月 31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作战时期∃ ,

第 6编,#傀儡组织∃ ( 3) ,第 55页。



心呢? 还是已与共匪同样的另外有一副心肝呢? ! 这里, 汪的意

思可以表达为这样的三段论: 中共是非国家、民族特质的 ( ( ( 所以

他们说抗战到底是别有用心 ( ( ( 跟着中共喊抗战到底的也是别有

用心。

其次,汪极力辩说,日本是中国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希望。如

前所述,汪精卫对孙中山的 大亚洲主义 进行曲解,是其宣扬中日

合作的重要理论源泉,而在应对中国战时民族主义的冲击时,他再

次乞灵于此。他说: 在孙中山的理想中, 日本没有对于中国之顾

虑,发展更快,中国得到日本之援助,发展也易,并且更可以中日两

国之协力将欧美经济压迫的势力,从东亚排除出去。这是民族主

义的精髓, 也是民生主义的精髓 。∋ 而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民族

主义, 因为我们忘记了大亚洲主义 ∗ , 汪说, 大家对日本有很多

疑虑,其实, 近卫声明 的实质是: 日本大声疾呼的向中国说, 日

本并不是走灭亡中国的那一条路,而是要走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

的这一条路。 + 我们要本于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 来与东亚

的友邦合作,与东亚的各民族合作,以求中国民族的解放 。,

汪在辩无可辩之处强说其理, 只能是概念的游戏, 而在民族主

义理论中, 亦面临深渊: 如果民族原则是用来把散居的群体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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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新时代的使命∃ ,#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 内部资料) , 第

340 ( 344页。

汪精卫:#和平运动殉难同志追悼大会献辞∃ ,#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 ,第 332 ( 337页。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纲要∃ ,#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 ,第

375 ( 378页。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 ,#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内部资

料) ,第 313 ( 323页。

汪精卫:#和平运动殉难同志追悼大会献辞∃ ,#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 ,第 332 ( 337页。



成一个民族,那么它是合法的; 但若是用来分裂既存的国家, 就会

被视为非法。 ! 日本全面入侵中国造成的分裂状态是显然的, 与

日本合作而谈民族主义, 诚非任何逻辑所能解释。

到汪伪 还都 前后, 他们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营建已经较具

体系, 而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随之达到颠峰 ∋ , 包括中共在

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怀疑重庆方面被诱降的可能,这理论上应

该是汪伪取得国民党政治符号使用权的好时机。但#日汪密约∃刺
激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与#艳电∃发表时的反应相比较, 以杜

赞奇所云 民族国家 的角度声讨的更形普遍 ( ( ( 考虑到当时的声

讨者并不知晓当今政治学中 民族国家 的概念, 其无意中的契合

更具意义。而英美认定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表

态,强化了 民族国家 气氛中的中国国家认同,见下表:

汪伪 还都 前后各界的反应 ∗

反应者 对汪伪的定性、声讨 对国民政府的期许

蒋介石
签订了万劫不复的卖

身契

不血战就会被汪逆出卖做

奴隶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 阴行密约、出卖国家 争取国家民族独立

云南省政府 出卖祖国、签亡国之条约御侮锄奸、完成抗建

吴鼎昌等 背叛党国、危害民族 歼灭暴敌、扫荡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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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作战时期∃ ,第 6编,#傀儡组织∃ ( 3) ,第 202 (
358页各团体、个人通电整理。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感到最严重的危机是 1940年 6月宜昌被日军占领,同时, 桐工

作 进入讨论蒋介石、板垣征四郎长沙会谈的紧要阶段。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

料长编∃ (上) ,第 540页。

Maurice Block in Labor, 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 ce, vol 2, p 941 转引自[英]埃

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 35页。



反应者 对汪伪的定性、声讨 对国民政府的期许

马鸿逵等
出卖国家, 秦桧、刘豫、
张邦昌所不忍为

保障我国家民族独立生存

山西省政府 空前未有之汉奸
扫荡倭寇, 奠定复兴民族之

基础

绥蒙会委员长沙克都
尔札布等

组织伪府、遗羞华夏 驱逐倭奴, 还我河山

悉尼全体华侨 数典忘祖 诛灭敌贼, 抗战到底

温哥华华侨 丧权辱国、誓不承认 拥护抗战

越南南圻华侨 通敌卖国 争取国家民族生存独立

泰国华侨 盗卖国族 拥护抗战

陈诚 认贼作父
在蒋委员长领导下, 灭此国
贼

英国外相艾登
重庆国民政府为合法

之中国政府
援助中国维护其独立

美国国务卿赫尔
重庆国民政府为唯一
合法之中国政府

日本的侵略和暴行是中国战时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关键激发

因素,而以民族主义为推翻清政府利器的国民党, 其政治符号以民

族主义为旗帜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为日本傀儡的汪伪因此面临

悖论式困境,究其原因,从汪阵营里脱身的陶希圣曾敏感地分析

到: 汪及周、梅的错误, 就是失落了民族的壁垒。 相形之下, 重庆

方面在民族壁垒的后面, 战可以坚持, 和可以对等 。!

陶希圣说重庆在民族壁垒后面进退有据,大概暗指重庆在 桐

工作 中令日本迷惑的若即若离。其实, 在重庆方面的文宣攻略

中,亦可看出它得以掌握话语权的民族主义原因。以重庆国民党

∀30∀

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 2期

! 陶希圣:# 新中央政权 是什么∃ ( 1940年 2月 2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 ( (
对日作战时期∃,第 6编,#傀儡组织∃ ( 3) ,第 229 ( 239页。



中央宣传部在汪伪政权建立前后对媒体的宣传指导为例:

高、陶出走泄露日汪密约后,它立即指示媒体: ( 1)将汪逆卖

国密约及有关文件印成小册散发, 尤应送入敌占区,使国民知所警

悟。( 2)指示各地报纸刊物对汪卖国行为不断的撰载评论严予抨

击。( 3)对于高陶二人不予批评。( 4)发动全国对于参加伪组织之

一切汉奸予以社会制裁, 如由宗族同学会及社团予以除籍处分或

其他制裁。 !日、汪就先前各伪组织与日本造成的 既成事实 进
行折冲时, 它指示: ( 1)日梁密约及合同八种, 举将华中之国防资

源与企业,如矿业、铁路、航空、电报、电话、都市及港湾建设等尽归

敌人独占与经营,此项卖国文件业经汪逆精卫一一承认,并经认为

日汪密约中所谓既成事实之一部,汪逆卖国于此又得一铁证。我

舆论界应加紧讨汪宣传, 使敌亦知汪逆已为我国所共弃,同时发动

战地民众加紧实施对敌经济破坏与反封锁,使敌经济侵略无法成

功。( 2)敌阀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之迷梦实为万变不离其宗, 从日

梁密件中可知敌寇独占中国之野心,不特现在排斥欧美权利,即各

国过去在华之法益及未来对华之贸易亦决予根本推翻。( 3)将日

梁密约大量翻印,连同日汪密约普遍宣传,并说明敌伪此种毒辣阴

谋之暴露,实为敌寇日暮途穷行将溃灭之事实的反映。( 4)敌人攫

取此项毫无法效之卖国条约后,妄思据此以为囊括中国之凭藉, 近

日更唆使汪逆等肆其狂吠,鼓吹其奴隶的和平论以达到诱降目的,

吾人应根据我抗战国策外交自主立场痛予驳斥。 ∋ 汪伪政权 还

都 前夕, 它指示: (一)嗣后对汪逆之伪组织,应称为汪逆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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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用伪中央政权或汪政权等名称, 尤须避免用中央二字。

(二)汪逆将于三月三十日成立伪组织, 各地应于该日一律开始举

行大规模的铸奸运动,即铸奸逆跪像于忠烈祠或无名英雄墓前, 并

尽量揭发汪逆罪恶及丑史,但不必举行宣传周。 ! 重庆方面的上

述指示不仅显示它对法统的坚持,而且始终站在 政治上正确 的

民族主义立场上;不仅在当时掩盖了它本身强调 欧美权利 以对

抗日本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立场,对照后来的历史也是相当高明的。

即以 使敌亦知汪逆已为我国所共弃 而言,在汪伪 还都 后,日军

长时间不予以其期望的支持, 而且不能忘情于重庆方面,其中的重

要原因就是日方认为汪伪无实力, 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汉奸 ∋ ; 而

铸奸逆跪像于忠烈祠或无名英雄墓前 的对策, 构建了令人会心

的意象,直接导致民众将汪精卫夫妇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

相对应的, 汪伪这段时间也有宣传指示,据重庆情报, 其指示

要点,除对高、陶出走表示怨恨外: 1、不敢公然否认卖国密约之存

在, 2、在报纸副刊短评中作狡辩不敢以社论正式辩驳, 3、不敢公布

而狡称无公布之必要, 4、妄指日本不撤兵为我(按:指重庆)抗战之

反应, 5、承认军事经济有日本顾问。 ∗ 可见重庆的民族主义立场

给其造成的被动。

中国战时民族主义对汪伪的不利,迫使它一面在民族主义语

境中强行美化日本在中国的形象,汪精卫就曾在纪念孙中山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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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年时表示:过去两年多的战争已经证明, 日本所说援助中国

成为自由独立国家, 并非欺人之谈 ! ;一面 痛切 地劝说日本方

面稍稍放权,以掩盖其傀儡实质。周佛海曾委婉地对日方说: 我

常常听见说,日本的话,说得很好听,日本的声明也说得极漂亮, 但

是实际上所做的事, 完全不是这样。口口声声所说的平等互惠的

经济合作,事实上完全表现为垄断。英美的经济侵略, 还替中国留

下一点生机,象最近一年来,所表现的中日经济合作,比几十年来

的英美经济侵略,要厉害得多, 几乎不仅把肉吃光,连毛带骨都要

吃得干干净净, 中国没有生存的余地。 ∋ 但这样痛切的哀求并不

能使日本改变其侵华的本质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汪伪诸人对民族主义语境中他们的历史

命运是十分清醒的: 周佛海对日本陆海军人员演讲时曾说: 重庆

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 余等则自命为民族英雄。

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

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

于能否救国。如余等以民族英雄而终, 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 如

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 ∗ 后来历史对周佛海 远

见 的证明,其实说明了民族主义在民国历史演进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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