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 

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郭 宁 

内容提要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 

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 

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 

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 

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 

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 

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 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 

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华民国 承认问题 日本外交 远东格局 

中华民国成立于 1912年 1月 1日，但此时中国尚未统一 ，南北两个政权仍处于相互对峙的 

局面。2月 12日清帝退位，15 Et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在形式上实现南北统 
一

，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当时唯一合法政府。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 

题。民国政府内部最初也对获得承认抱以很大的期望 ，“统一政府成立之后，于内必能统一全国 

之秩序，于外必能得各国之承认”。① 这里的承认问题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式承认 ，而非事实 

承认。当时各国公使、领事仍然驻华 ，政府间人员往来并未中断，只是各国普遍避免正式交往， 

例如 日本政府建议：“在具有足以取得各国承认之资格的新政府成立以前，各国政府有必要指令 

其本国代表及领事与表面上可以认定为中国官员者进行接触，以处理 日常事务及其他地方性事 

务。”②而驻北京的公使团商定：“对那些照会不提出答复；同外务部的必要联系将通过会晤或非 

本文曾提交上海大学主办的“世界史研究再出发：长三角‘世界史’研究生学术论坛”，并获特等奖。谨向会议组委会及 

点评拙作的梁志、魏红霞等老师表示感谢。 

① 《致孙文、国务各总长、参议院长电》(1912年1月21日)，丁贤俊、喻作风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 

451页。 

② 『中国新政府承勰僚件 阴亨为列国 提鬣J(明治45年2月21日)、外辩省编『日本外交年表蛀主要文害』(上)、日本 

国除连合惴合、1955年、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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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函件进行。”①实际上就是将事实承认与正式承认区别开来，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缺乏的 

不是事实承认，而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式承认。因此，本文研究的承认问题是对中华民国的正式 

承认。② 

如果说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尚符合国际惯例，但南北统一后，中华民国政府从国际法角度 

已获得了各国正式承认的基础。此时，列强仍然不承认中华民国反映了各国对华外交的协调与斗 

争。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注意列强侵华的共性，但忽略了其彼此的差异。⑨ 正是从差异性出 

发，王立新的《伍德罗 ·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一文分析了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 

的原因及威尔逊政府对华外交的特点。④ 本文则以另一大国—— 日本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毕竟当 

时的远东国际格局正面临巨变，美国和Et本成为当时的主要影响力量。对 日本承认中华民国这一 

问题的叙述，以往多散见于中日关系史类著作⑤，且基本沿袭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Et本》的论 

点：“迨清室逊位，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日本乃起而倡不承认之要挟矣。”( 本文则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Et本承认中华民国的经过，以及承认问题对日本外交走向的影响。 

一

、 日本寻求承认问题的主导地位与初步实现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曾倾向于支持清政府，但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1912年初，日本就 

①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2月1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 

华书局 1984年版，第369页。 

② 这里的承认问题指的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代表，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清帝退位 

后，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政府，如王建朗所述：“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列强在承认问题上并无文章可做。因为这时的中国并不存 

在两个独立的政府，而民国政府与清王朝的更替又纯属中国内政，对于独此一家的中国政府并不存在需要列强承认的问题。”(王 

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页)但是，虽然中华民国政府有获得承认的权利，但各国却 

无承认的义务，并无必须与中华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且在国际法中，承认问题存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国际法学者认为：没有 
一 个新国家有权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它，也没有一个国家有义务承认一个新国家。(詹宁斯等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 

1卷第1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第96页)对于这一点，'-3时民国政府内部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详见《外交部条 

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报告》(191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凤 

凰出版社 1991年版，第26—3O页。(该文件编者标为 1913年，笔者认为有误，应为 1912年。此报告为外交部条约研究会的第一 

篇报告，研讨了民国政府在寻求承认 中应采取的策略，应形成于民国建立初期，而且报告也提到了“民国建立以来，倏经半栽”，故 

时间应为1912年中旬。) 

③ 侯中军的《“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o12年第5期，第51— 

64页)探讨了与承认 中华民国相关的国际法问题，并比较了美日两国在承认问题上态度的差异，但未能涉及其他列强。 

④ 王立新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1：4))2004年第6期，第 142一l47页)与秦珊的《1913 

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第82一_89页)的观点基本一致。 

⑤ 主要研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日本侵华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37—148页)， 

指出日本在拖延承认问题上扮演了主要角色，企图借此与俄国瓜分中国东北并加入国际银行团；俞辛焯的《辛亥革命时期 中日外 

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231—242、440---453页)，比较清晰地叙述了在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 日本的外交过程，主要 

“辨析北京政府与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双重外交”，但分散在两节，也仅谈及 了日本同中国、英国、美国的外交关系；另可参看臧 

运祜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__62页)。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有：入江唇四郎r辛亥革命 

E新政府承识J、植田捷雄『近代 日本外交史 研究 神川先生遂厝竟念』、有斐陶、1956年、231—294页；野村 乙二朗l中莘民国承 

锶同题c= 为日本外交 特贯——米·独 慈度／＼、 囊十虑等c：阴L J、『政治缍济史学』第95号、1973年12月、1—10页；川岛 

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221页)中认为中华民国的成立与获得各国承认是 中国走向文 

明国的重要一步，但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外交成果，他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国权收回过程—— 

从中华民国外交档案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第l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573—577页)，但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外交原因没有展开具体分析。 

⑥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生活 ·读书 ·新-~5-．联书店1980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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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的可能与中国新政府的承认等问题与英、俄等列强进行了协商。2月 13日即清帝退位第 

二天，中国驻日临时外交代表汪大燮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大清国皇帝业已辞位，我国改 

为共和政体，定名大中华民国。所有出使大臣改称临时外交代表，接续办事”。①此函虽属外交通 

告，但暗含要求 日本承认之意，如果日本政府给予回复就等于承认了外交代表的地位，间接地承认 

了中华民国，因此日本政府未加理会。同日，内田康哉外相向设有中国领事馆的神奈川、兵库、长崎 

等地县知事发出“贵地之清国领事，业已失去资格，今后与该领事之交涉往来，希全以非正式方式 

进行”的指示。② 日本政府虽然暂时拒绝承认，但是也意识到“鉴于目前中国形势演变，迫使吾人承 

认新政府之时期迟早终必到来”。③ 也有 日本舆论呼吁“抓住第一个机会承认中国新政府”④，为以 

后交涉的进行提供了可能。 

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并非集中在承认新政府上，但承认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国际外交问题为日 

本解决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机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中国东北。1912年 1 

月14日，陆相山县有朋在《对清政略概要》中提出：“日本必须在此适当时机出兵满洲”⑤。当时， 

更有报道称日本准备动员一万军队，开往中国东北。⑥ 为制造事端，日本军方于 2月 3日炸毁了位 

于山海关外十英里处的京奉铁路桥梁。⑦ 以此为理由，华北驻屯军不顾中国抗议，派兵前往铁路桥 

附近进行监视⑧，并且驻“南满”的日军也向奉天增兵。与此同时，日本积极推动“满蒙独立运动”， 

企图扶持宗社党的肃亲王善耆等人，联合一部分蒙古王公，在东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并同时拉拢 

张作霖等人。日本的单独行动，遭到了列强的反对和中国方面的抵制。内田外相不得不于2月 22 

日电令：“与宗社党有关的日本人之行动，原为 日本政府所认可，但在此际，希用晓谕或其它稳妥办 

法，加以制止”⑨，暂时放弃了“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外交界认为，与直接插手“满蒙问题”相比，承 

认问题更易在列强之间取得共识，将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利用彼此间的相互制约，会有利于“满 

蒙问题”的解决。2月21日，日本向各国发出照会，提出了关于承认中华民国的政府备忘录，开始 

将两个问题捆绑起来，并建议列强共同行动。当日本外交转为同列强保持协调后，暂时放弃了对中 

国的直接压迫，“满蒙问题”暂时陷入僵持，在这种情况下，承认问题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与承认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贷款问题。民国成立初期财政困难，不得不向外国借款，但各国银 

行坚持贷款的前提条件是中华民国得到列强的承认。⑩ 日本趁机主张将承认问题与贷款问题联系 

① r内田外耪大臣丑lJ在清国伊集院公使(鼋赧) 皇帝退住、共和政体树立 清国公使 53 1J通告7，lJ夕，L，件儿 第35虢] 

(明治45年2月13日)、外矜省编纂『日本外交文言别册』(清国事变～辛亥革命)、臌南堂言店、1961年、566页。 

② 『内田外旃大臣 lJ神奈川、兵库、畏崎各 知事宛(鼋赧) 清国领事，、资格 失匕夕，L，件J(明治45年 2月 13日)、 

『日本外交文言别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567页。 

③ 『内田外榜大臣 IJ在露国本野大使宛(雷赧) 中国新政府承热僚件二鹃 露国／意向打诊叉 年件儿第 34虢](明 

治45年 2月21日)、『日本外交文言别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07—608页。 

④ 《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2月6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211页。 

⑤ 山 有朋著、大山梓编『山 有朋意见言』、原言房、1966年、337页。 

⑥ 《德国外交部代理秘书Zimmermann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伯爵之电》(1912年1月25日)，王光祈译：《辛亥革命与列 

强态度》，中华书局 1929年版，第22页。 

⑦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2年2月3日发 自北京，同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348页。 

⑧ r内田外榜大臣丑lJ在英国山座瞌峙代理大使宛(雹赧) 京奉铁道破壤地黠 监视兵派遣罗通告方／件儿 第 24虢] 

(明治45年2月4日)、『日本外交文言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315页。 

⑨ 《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 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426页。 

⑩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附件 8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1912年 3月4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 

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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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宣称：“对华借款，本来是为援助中国革命后的善后经营，而应中国之请向其提供必要之资金 

援助。中国用此资金应付其当前之紧急需要，诸如维持秩序、确立政权等等，均与承认颇有关 

系”①，此时的贷款属于政治性贷款，与控制中国政府财政密切相关。日本坚持“有权参加对华政治 

性借款”②，利用承认问题需要列强协调的机会，提出各国在贷款问题上也采取一致行动，要求参加 

垄断对华贷款的四国银行团。因此，从长远看，同中国政府发生外交关系是必然的，承认只是时间 

问题 ，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各国将承认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 ，例如 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 

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 

针对承认问题，日本提出中日具有特殊关系，并以此为依据，谋求主导国际承认的进程，“承认 

中国新政府问题，与帝国政府关系最重，为考虑将来各方面之对华施策，帝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保 

持主导地位，实至关紧要”。③ 中日特殊关系按照日本的说法在于“日、中两国间毕竟已有数千年之 

历史交往，且现时在政治、经济、交通、贸易等方面又接触频繁，关系紧密。此种关系，乃因两国相互 

毗连、地理上十分接近之所使然”。④ 但此种说法涉及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内容广泛而空洞。 

对此，各国没有明确表态。虽然俄国此前曾表示：日俄两国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必须乘此 

时机迫使中国特别承认 日、俄两国所享有之特殊权益”⑤，但强调的是两国在中国东北等地区的特 

殊地位，且地位没有差异，自然不同意仅日本与中国存在特殊关系。所谓的中日特殊关系可以视 

为 日本的外交辞令 ，但它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暗含的排他性，即对其他列强的排斥。⑥ 但 日本自 

身的实力并不足以主导各国对华外交，在承认问题上，真正有利于 日本的是这一时期的远东国际 

格局。 

此时的远东地区，列强关系复杂，虽然充满竞争，但在表面上还继续维持着合作。从 日本外交 

的实际情形来看：日本与俄国对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均有野心，这成为其联合的基础；法国在外交 

上紧密依靠俄国，日本可以通过俄国与之联合；日本与英国为盟国，此时日本有渐居同盟领导的趋 

势，但英国从整个国际关系以及联合对华出发，继续保持着联盟，同时在对华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同 

英国进行协调，而 日本也可以通过英国联络美国；美国塔夫脱政府推行“金元外交”，力求维护列强 

合作，对中国问题尽量持“超然主义，避免卷入国际纠纷的漩涡中”⑦；德国在华利益相对较小，易于 

笼络。对 日本来说，承认问题提供了与列强协调的时间与平台。而贷款问题则更要求列强间的合 

作，无论是从实际利益还是从外交策略考虑，对于对华贷款，日本都不会放弃这一机会。这一时期 

① 『牧野外耪大臣53 lJ在米国珍田大使宛(鼋赧) 六国团体丑lJ米国团体脱退列国共同七，L，乇主羲 维持了，lJ夕年 旨美 

国政府 申入方训令／件J[第 31号](大正2年3月23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1964年、2页。 

② 《日本驻彼得堡大使馆致外交大 臣备忘录》(1912年 3月25日)，陈春华等译：《俄 国外交文书选译 (有关中国部分 

191l_5一l912．5)》，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366页。 

③ r牧野外耪大臣j 1J在米国珍田大使宛(鼋赧) 六国团体了『J米国团体脱退列国共同七， 乇主羲罗雏持7，lJ少专 旨美 

国政府一＼申入方训令／件J[第31号](大正2年3月23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2页。 

④ 『牧野外辫大臣了lJ在英国小池瞌时代理大使宛(鼋赧) 日本政府一中日两国同／，特殊阕保二鳢三中国新政府 早期 

承识意向4-，L，：付右二闵灭二英国政府／所见回雷方训令／件儿 第59号](大正2年4月8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 

卷)、18页。 

⑤ r在露国本野大使日1J内田外耪大臣宛(鼋赧) 露外相力中国新政府承热僚件二日露雨国／特殊榷益承苫罨 加 夕 

申出I-于三／件J[第40碗](明治45年2月27日)、『日本外交文害别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13页。 

⑥ 中日特殊关系与日本外交的关系比较复杂，大体上近代日本的外交策略是游走于躲避“黄祸”与利用“同种”之间，即与 

列强保持协调，又强调中日之间“同文同种”，中日特殊关系既有强调中日友善的一面，也暗舍 日本独霸中国的一面，参见许赛锋 

《日俄战争前后 日本应对“黄祸论”之策略》，《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 143—152页。 

⑦ r在米国埴原瞧峙代理大使丑lJ内田外耪大臣宛(雹赧) 日露雨国／单独行勤防ak'-朝三／纽育夕4厶灭评蒲 ／件儿 第 

18藐](明治45年2月6日)、『日本外交文言剧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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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东国际格局，使日本看到了在列强协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可能。 

为寻求主导地位，日本提出：“帝国政府希望在适当时机就此事率先采取主动措施。”①这一主 

动措施集中体现在2月下旬日本率先照会各国关于承认中华民国的政府备忘录。对此备忘录，俄 

国于22日，英国于 24日，法国、德国于27日，美国于 28日，分别表示同意。日本谋求承认问题上 

的主导地位得以初步实现。该照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外国人仍继续保持在中国所享有之一切 

权利、特权及豁免权，至为重要。此等权利、特权及豁免权，其主要者虽均有条约可依据，但以中国 

及各外国之国法规定或过去之惯例为依据者亦复不少”，“各国政府应进一步促使新政府做出足以 

说明其真正维护各国在中国的共同权利及利益之充分保证，然后以此为条件予以承认”，并且特别 

强调：“在承认问题上以及在正式承认以前所应采取之步骤上，各国政府应完全保持统一步调。”② 

该政府备忘录反映了日本政府“意在主导承认问题，并企图推行‘以承认换承认’之策，继续获得在 

华优势地位。”③通过该照会，日本不仅使各国认可了其提出的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条件，更重要的是 

获得了列强对共同行动原则的认可。之后，13本又获得了关于承认的具体条件的起草权，“各国政 

府既已在原则上对日本国政府之提案表示同意，则关于承认条件之文书起草工作，自应由日本国政 

府承担”。④3月23日，日本政府将备忘录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 

条件细目(草案)》，也得到各国的同意。 

与承认问题相关的贷款问题、“满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上倾斜， 

这集中体现在 日本加入垄断对华借款的国际银行团一事。无论是维护实际利益还是维持对华共同 

行动原则，日本都希望加入银行团，何况在其看来银行团对华贷款具有政治性。内田外相表示： 

“今后发生的对中国借款凡具有政治性质者，持原则上必须参加之方针。”⑤日本所要做的是将贷款 

问题同“满蒙问题”协调起来，实现两个问题的双赢，并起到制约承认问题的作用。经过三个多月 

的谈判，英、法、德、美四国于6月 18日在巴黎举行的银行团代表会议上，同意 日本加入，并在会议 

记录中写入：“谅解不得对日本国在满洲及接近南满洲之东部内蒙古拥有的特殊权利及利益有任 

何不利之影响。”⑥这是日本加入银行团的保留条件。通过这一条款，日本进一步获得了列强对 日 

本在“满蒙地区”特殊地位的承认。同一天，俄国也加入银行团，四国银行团改组为六国银行团。 

日本的加入可以视为其最接近利用承认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保持列强的共同行动，在列强协 

调中居于主导地位，利用主导地位实现承认、贷款、“满蒙”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这一时期在承认 

中华民国问题上，日本外交的优势地位最为明显。 

二、日本围绕承认问题的外交协调与主导地位的丧失 

实际上，日本力求获得在承认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是为了实现之前制定的“使其他各国承认日 

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计划，并以此为依据扩大在华权益。日本在外交上充分利用对其有利的 

① 《松树驻汉12"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第39号](1912年 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202页。 

② 『中国新政府承热僚件l=阴守为列国 提畿J(明治45年2月21日)、『日本外交年表立立主要文言』(上)、367—368页。 

③ 臧运祜：《近代 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第62页。 

④ r在英国小池畴峙代理大使丑lJ牧野外耪大臣(雹赧) 中国新政府承趣闻题=付英国外耪次官稿锬话／件儿 第 38号] 

(明治45年 3月4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2卷)、1963年、7页。 

⑤ r内田外耪大臣j lJ在中国伊集院公使宛(雹赧) 招商局借款一＼中止=泱定少 ，L，件儿 第60虢](明治45年 3月2 

日)、『日本外交文害别册』(清国事变～辛亥革命)、230页。 

⑥ 臼井腾美『日本匕中国：大正峙代』、原害房、1972年、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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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格局，基本实现了在 1911年 l0月24 Et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对英国贯彻同盟精神，与俄国 

采取协同步调，维护我国利益，同法国等在华利害相关国家尽力协调，同时讲究策略，尽最大可能拉 

拢美国”的外交决议。① 但是，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是暂时的，无论是其暂时获得还是最 

终失去，都与这一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分别探讨俄、法、英、美、德等国同El本 

在承认问题上的外交交涉及其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日本欲保持主导地位首先需要处理好同俄国的关系，实现两国的合作。早在 1912年 1月 24 

日，Et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向本国政府提议 ：“新的共和政府一旦成立，必然要求各国政府予以 

承认。届时日、俄两国可否作为承认新政府之交换条件进一步要求巩固两国在满洲之权利。”②俄 

国政府也强调“中国政治问题中，满洲占第一位”，并在 1月23日称：“我国在满洲的利益与El本的 

利益符合⋯⋯那么在此问题上我们应和El本政府共同行动。”⑧为此，日俄两国首先在关外铁路方 

面展开合作。④ Et本也首先向俄国送交了关于承认中华民国的照会，并得到了俄国的完全同意。⑧ 

由于俄国在“满蒙问题”上较为强硬，甚至向Et本暗示俄 Et联合单干的可能性，“在迫使中国新政府 

承认各国共同权益之同时，日、俄两国政府还应该另行采取适当手段，以确保两国之特殊权利及利 

益”，并认为：“只要El、俄两国政府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恐亦不 

会急于确认。”⑥虽然Et俄两国在对中国北方地区的争夺中存在矛盾，但经过三次密约协调，特别是 

1912年7月8 Et签订的第三次 El俄密约，划定了各 自在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⑦，达成了 

两国在“满蒙问题”上的攻守同盟，而俄国的前述表态实际上鼓舞了日本对其他列强采取较为强硬 

和积极 的态度。 

此时的Et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Et俄关系的延续。由于欧洲局势的严峻，法国在外交 

上对俄国尽量协调。据此，俄国向Et本保证：“至少法国政府将同俄国政府采取同一立场”。⑧ 德国 

也认为：“法国可能将完全顺从俄国的指示。”⑨英国甚至指出：“法国公使纯粹是按俄国公使馆的 

利益行事。”⑩但法国在华利益较小，与俄国不同，法国这一时期主要关心对华贷款问题。2月 27 

日，法国向Et本表示反对单独对华贷款，“单独行动已使法国财界人士在中国之活动受到压抑，惹 

起法国财界人士颇大不满，致使恪守列国共同行动准则的法国政府陷于极端困难境地”，同时又向 

① r对清政策二阴X／b,内阁浃蕺J(明治44年 1O月24日)、r日本外交年表虹主要文言』(上)、356—357页。 

② r在露国本野大使暑lJ牧野外耪大臣(雹赧) 满蒙=於 )1／日露势力分界缘协约案罗露国外相=手交垃分界绦及满洲 

闻题=阴 意见交换／件J[第23虢](明治45年1月24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1卷)、1963年、59页。 

③ 《俄外交大臣上沙皇奏文》(1912年1月23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 1卷(1911—1919)，北京大 

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9页。 

④ r在露国本野大使 lJ内田外耪大臣宛(鼋赧) 阴外铁道保全／除事前通告灭 年回答j／差支于年t伺／件儿 第20 

虢](明治45年 1月23日)、『日本外交文害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529页。 

⑤ 『在露国本野大使j lJ内田外磅大臣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勰僚件=阴 露外相同意／，件儿 第38虢](明治45年2 

月22日)、『日本外交文害则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10页。 

⑥ r在露国本野大使日lJ内田外耢大臣宛(鼋赧) 露外相力中国新政府承蔼僚件二 日露雨国／特殊榷益承韶 加 夕 

中出 于 件J[第4O虢](明治45年2月27日)、『El本外交文言别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l2—613页。 

⑦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5__6页。参见r第三回日露协约J(明治45年7月8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 

要文害』(上)、369页。 

⑧ r在露国本野大使了lJ内田外耪大臣宛(鼋赧) 露外相力中国新政府承忽僚件= 日露雨国／特殊榷益承识 加 夕三／ 

申出 于三／件J[第4(】虢](明治45年 2月27日)、f日本外交文害别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13页。 

⑨ 《外交大臣雅哥致皇帝侍从参事屈乐尔公使(时在浑堡)电》[译文第8号](1913年4月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 

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第260页。 

⑩ 乔 ·厄 ·莫理循：《致文讷函》(1913年 1月25日)，骆惠敏编：《清未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 

治顾问乔 ·厄 ·莫理循书信集》下卷(1912--1920)，知识出版社 1986年版，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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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出各国共同行动。① 当时对华贷款垄断在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手中，法国此举是暗示按照 

共同行动原则 日本可以加入，而且法国支持俄国加入四国银行团，自然没有理由反对 Et本加人。法 

国的态度拓宽了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外交空间，日本可以利用贷款问题，一方面为自己争取权益， 
一 方面利用共同行动原则制约其他列强。法国也希望趁机扩大在华权益，中国报纸曾爆出俄、法公 

使在各国驻京公使会上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四项条件：“(一)不承认蒙藏为中国领土；(二)川黔特 

别权利；(三)付清本年赔款；(四)清偿届期欠款”。②法国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径自然也为日本所 

乐见。 

13本和英国在 1902年建立了同盟关系，形成了在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上的日英协同，此点即 

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所说的“以日英同盟为基础之我对清外交”。⑧ 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此 

时的日英同盟中日本已经有了居于主导的趋势，而英国不得不对 日让步。1911年双方缔结第三次 

同盟条约，规定：“维持两缔约国在东亚及印度之领土权利，并防卫其在上述地域之特殊利益”④，暗 

示英国已承认 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双方的这种合作在承认问题上得到进一步体现，英国 

政府甚至指示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就承认的时间、方法和条件等问题与日本同 

事密切联系”。⑤ 英国“在签订一个新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前不承认中国共和政府”⑥的态度也鼓励 

了El本，“英、俄两国政府为保护其本国利益既已如此肆无忌惮，分别施行手段，帝国政府即不应再 

事袖手旁观⋯⋯乘此时机，力图进一步巩固我国在满、蒙之地位”。⑦英国对13本外交的另一个作 

用在于联合美国。1912年2月，日本提出关于承认问题的备忘录之时就希望由英国密告美国政 

府。⑧7月，日本第一个收到美国的《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之秘密备忘录》，随后立刻同英国进行 

协商。直到 7月24日，英国表示：“鉴于中国现状 ，目前尚不到考虑承认其新政府的程度”⑨，日 

本才于8月初告知美国：“关于承认中国共和政府问题，美国政府倘若采取单独行动，结果将使各 

国政府间一向保持的协同步调发生破绽，并进而给中国造成无法预料的困难。”~1913年3月，美国 

再次提议承认中华民国，13本向英国提出：“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重视以往之交涉成果，并维持国际 

协调原则 ，倘若英国政府亦持同样意见，即希望英国政府亦向美国政府建议采取与帝国政府相同 

① 『在佛国安速畴畸代理大臣 1J内田外耪大臣宛(雷赧) 佛外相，、我承识僚件=同意七三／乇借款=於9-日本／，单独行 

勤二遗憾 表七 件J[第18虢](明治45年 2月27日)、『日本外交文言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14页。 

② 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 ·民立报》(第29册)，1913年4月24日，第903号，第6版，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 员 

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69年版，总第7134页。 

③ r在中国伊集院公使j lJ内田外耪大臣宛(鼋赧) 英国公使／袁世凯=对灭，L／行勤不谨慎二付英国政府=照合方立孟本 

使召遂方／件儿 第135虢】(明治45年2月20日)、『日本外交文言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578页。 

④ r第三回日英同盟惴约j(明治44年7月13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言』(上)、352页。 

⑤ 《各国函电中有关承认中华民国问题的摘要 ·致朱尔典》(1912年3月6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 

卷，第260页。 

⑥ The American charg6 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8，191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as 

FRUS)，1913(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0)，P．98． 

⑦ 《内田外务大臣复本野驻俄 大使电》[第214号](1912年 9月 17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 

第421页。 

⑧ r在英国小池路峙代理大使j lJ牧野外耪大臣(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热同题越理方针=闼灭，L，我觉书二对 英国一主 

羲=於于同意／旨回答／件儿 第35号](明治45年 2月24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2卷)、5页。 

⑨ r在英国加藤大使 丑IJ牧野外祷大臣(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嚣同题二阕灭，L，米国提案二付英国外耪大臣 会谈／件J 

[第95号](明治45年7月24日)、『日本外交文吉』(明治45年第2卷)、18页。 

⑩ r在米国珍田大使 丑lJ牧野外耪大臣(雹赧) 中国新政府承热罔题，、列国 协稠．7．---．年 旨米国外耪畏官谈话／件J[第 

128号](明治45年 8月7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2卷)、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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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措施。”①但这一次美国没有听从英13两国的劝告。 

美国起初默认了13本的主导地位，不仅同意了13本关于承认问题的照会，而且在 1912年7月 

一 度有意承认民国政府时也首先征求了13本的意见。② 但是，美国同意 13本的照会是以不过分拖 

延为保留条件的。③ 进入 1913年，美国政府担心：“继续恪守与列强的合作政策，在所有列强达成 
一 致之前拒不承认中华民国，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是在纵容其他国家的侵略企图。”④同 

时，美国国内有大量的舆论呼吁早 13承认中国新政府，给予其不小的压力。⑤ 因此，美国政府逐渐 

倾向于承认中华民国，并在 1913年 3月 18 13退出了六国银行团。⑥ 此举公开破坏了在对华问题 

上列强的共同行动原则，也预示着在承认问题上，美国将采取单独行动。对此，13本提出抗议：“倘 

若美国政府无视以往帝国政府与各国政府间的交涉成果，而竟至单独承认中国共和政府，则帝国政 

府深表遗憾”。⑦ 但美国仍于 4月2日照会包括13本在内的 18个国家，建议在 4月8 13中国国会 

召开之际承认民国政府。⑥ 4月 4 13，13本照会美国劝其从缓行动。⑨ 美国认为：“不应让自身的行 

动受制于其他国家”⑩，坚持“中国若能成立正式、合法的议会，即可视为已具备承认之首要条 

件”⑩，并于5月2日递交国书，正式承认中华民国。⑩ 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更多出于对中 

国民主共和制度的支持，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影响战胜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或者 

说是理想政治战胜现实政治的一个典型个案”。@ 但日本外交是现实主义的，美国此举无疑是对其 

主导地位的挑战。对此，13本外务省主张：“对承认问题，尽可能迅速再由帝国首先占据发言地 

位”⑩，并向各国表示 ：“若列强中和其他国家意见不同⋯⋯持有特殊见解，对何时承认有所犹豫时， 

不得妨碍全体的行动。”⑩日本显然希望组建一个没有美国的大国协调集团，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① r牧野外耪大臣丑lJ在英国小池醢畸代理大使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忽，、列国共同=于行7 寺檬对米措置方=阴 

英政府申入7，IJ度年旨训令／件儿 第54号](大正2年3月27日)、『日本外交文害』(大正2年第2卷)、4页。 

② 参见r在米国珍田大使j IJ牧野外辫大臣(鼋赧) 米国 中国新政府承勰罔题 急 政界事情：阴三／赧告／件儿 第 

108号](明治45年7月24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2卷)、17页。 

③ Memorandum by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31，1913，朋 ，1913，P．106． 

④ The American charg6 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8，1913，FRUS，1913，P．98． 

⑤ 参见《驻旧金山副领事欧阳庚关于在美国各地演说力请承认q-华民国事致外交部电》(1912年6月 16日)，《中华民国史 

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3l页。 

⑥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1页。 

⑦ r牧野外耢大臣53 IJ在米国珍田大使宛(鼋赧) 六国团体了IJ米国团体脱退列国共同七Jt-~：主羲 维持7，lJ少鲁旨米 

国政府 申入方割令／，件J[第3l号](大正2年 3月23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2页。 

⑧ Aide Mrmoire hand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representatives in Washington of countries having treaty relations with China， 

April 2，1913，FRUS，1913，PP．108—109． 

⑨ The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4，1913，FRUS，1913，P．109． 

⑩ From the Diary of Josephus Daniels，April l，1913，Link， 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1．27(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249． 

⑩ r牧野外耪大臣丑IJ在上海吉驻怂领事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热问题=付米国 ／交涉经遏通赧／件儿 第27号] 

(大正2年4月8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20页。 

⑥ 参见《接悉美国总统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电》[第 160号](1913年 5月7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 

(1863—1931)》第 l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64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美国倡议的影响，巴西在 1913年4月 

8日致函中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秘鲁则在4月9日宣布承认。在美国正式承认后 ，墨西哥于5月2日，古巴 

于5月4日也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⑩ 王立新：《伍德罗 ·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第 147页。 

⑩ r牧野外籍大臣j lJ在中国伊集院公使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勰突行／时期方法及条件二付各国公使 意见交换方 

二阴叉， 件儿第 150号](大正2年 3月26日)、『El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3页。 

⑩ r牧野外耪大臣丑lJ在英国小池酶峙代理大使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想=阴灭=第二回提蕺任国当局者 提 出方训 

令／件儿 第67号](大正2年4月19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24_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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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举却因为德国的态度而未能成功。 

德国最初在贷款等问题上曾给予日本不小的支持。1912年 2月27日，日本照会德国，建议把 

共同行动的原则扩大到贷款问题，“以便列强在此期间内在承认新政府及在它们的行动上得协调 

进行”①，显然是希望在对华贷款上也实现列强合作，同时 自身也获得参与的权利。对此，德国表 

示：“如对中国新政府提供借款时，希望与各国政府采取共同行动”②，表明其不反对日本参与，且之 

后第一个邀请日本加入银行团。但是，随着美国表示承认中华民国，德国立场开始变化，“美国单 

独承认中国将增加其在华的威信而使我们不利”③，决定：“虽然不能同意诸如美国当局准备在中国 

国会开幕之际立刻承认中国新政府之类议论，在国会正式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时，德国政府即准备 

正式予以承认。”④另外，北京政府也注意到德国与俄、英、日不同，“美德两国颇热心于承认问 

题”⑤，为争取德国也同意给予其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延长胶济铁路的特权。⑥ 同时，德国也认为 

中国恢复秩序的希望在于袁世凯，“因为他的威望也许能对国内秩序安宁提供保证”⑦，而对袁世凯 

的支持较为积极，最终决定“假如袁世凯于总统选举之时获得特别多数票子，则我们当准备承认。 

因我们深信彼能维持秩序故也”。⑧ 德国态度的转变，实际上使得 日本重建 日欧大国合作，再次居 

于主导地位的打算彻底落空。 

面对美国和德国的态度，日本不得不表示：“此期间美国政府突然决定采取承认步骤，德国政 

府亦如杉村大使来电所述，将候大总统正式选出后立即承认。处此形势下，作为邻邦且素有特殊关 

系之帝国政府，更须尽早选择适当时机予以正式承认。”( 但仍然希望通过密切联系英国，积极同英 

国商讨关于承认的程序，试图在承认问题上即使无法继续主导，也要保持有利地位。但是，英国与 

日本态度有一定的差距，主张承认需要“召开具有代表性之国民会议明确制定宪法，并遵守宪法条 

文选出大总统”⑩，这比日本坚持的“中国建成一个巩固而且具有实力之新政府，并足以证明此新政 

府抱有履行中国所负担之一切国际义务之意志”⑩显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诚意。随着二次革命的 

结束，英国认为中国“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样的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 

① 《外交大臣基德伦致驻华盛顿大使本斯托夫伯爵 附件 日本驻德大使珍田向德外交大臣基德伦面递 口头照会》[第102 

号](1912年 2月27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51 52页。 

② r在独国杉村大使日lJ牧野外耪大臣(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忽问题=阴灭，L，帝国政府独逸政府一＼通知／件J(明治45 

年3月7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2卷)、1963年、8页。 

③ 《外交大臣雅哥致皇帝侍从参事屈乐尔公使(时在浑堡)电》[译文第8号](1913年4月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 

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60页。 

④ r在独国杉村大使 刁1J牧野外耪大臣宛(鼋赧) 独国／、袁世凯／大鲶统当避 同峙=中国新政府承热／方针于，L，旨同 

国外相谈话j[第26号](大正2年 4月5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13页。 

⑤ 《列邦承认民国问题(一)风谲云诡之承认说》，《民国汇报 ·纪事外交》1913年第1期，第8版。 

⑥ 颜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 ll5页。 

⑦ 《外交大臣雅哥致皇帝侍从参事屈乐尔公使(时在浑堡)电》[译文第8号](1913年4月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 

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60页。 

⑧ 《德国外交部秘书Jagow致德国驻日大使 Rex伯爵之电》(1913年4月7日)，王光祈译：《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第56页。 

⑨ r牧野外耪大臣53 lJ在英国小池畴畸代理大使宛(雹赧) 日本政府，、中日两国问／特殊阴傈=链 三中国新政府罗早期 

承吾罂意向于，L，=付右=阴叉=英国政府／所见回鼋方训令／件J[第59号](大正2年4月8日)、『日本外交文害』(大正2年第2 

卷)、17页。 

⑩ r在英国加藤大使j lJ牧野外耪大臣(雹赧) 中国新政府承勰同题=阴灭，L，米国觉言：对三／英国政府回答要领赧告／ 

件J[第 158号](明治45年7月24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2卷)、2O页。 

⑩ 《内田外务大臣致本野驻俄大使电 附件关于承认中华民国的政府备忘录》[第3号](1912年 2月21日)，《日本外交文 

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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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实现”。① 而且，英国在华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担 tL,拖延承认会“激起全中国的愤怒⋯⋯这种 

愤怒的表现，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抵[英国]货运动”②，遂表示：“对于中国新政府之承认， 

不可如葡萄牙国之迟迟拖延”。③ 

面对英国的态度，Et本仍然施展手段，借以拖延。首先，日本利用中英之间的片马问题，表示： 

“此事与承认问题即有连带之关系”④，与英国政府内部主张“承认一事必须视新政府在控制这个 

帝国的边远省份所表现的能力而定”⑤的观点相呼应。但是，英国外交部认为“把这一新内容加入 

英王陛下政府不得不与各国列强一致行动的承认问题之中，会使问题变得复杂”⑥，不赞成与承认 

问题相捆绑。结果，日本的目的未能达到。随后，Et本又借口1913年8月发生的兖州、汉口、南京 

三事件，要求推迟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这是在承认问题上 日本最后一次设置障碍。为此，日本向英 

国方面探寻：“迫于国内舆论，日本国政府可能将承认 日期推迟到中国三事件解决以后，届时英国 

政府是否将不予考虑而仍按原定步骤宣告承认?”英远东司司长回答：“希望中国事件能在承认以 

前获得解决；倘若 日本国政府因事件不获解决而欲推迟承认 日期，英 国政府恐不能为此一同推 

延”⑦，仍然坚持“当选取的结果一旦通知我们的时候，便立即承认中华民国。”⑧结果，英国的态度 

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虽然在三事件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仍采取强硬态度，但不得不与承认问 

题脱钩。翌年 1月，三事件最终结案，此时距 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已三月有余。 

日本最终承认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最终获得承认，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态度先后转变的因素外，北京政府的外交策略也 

是另一个重要原因。1913年 2月，日本方面运动孙中山等认可“承认民国由日本主唱”。⑨ 此时， 

孙中山与袁世凯关系还未决裂，日本的举动是试图通过中国政界要人来影响北京政府。但是，北京 

政府坚持“今之言承认，非指国家而言，乃指政体而言”⑩，即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属于政府承认，而非 

国家承认。从帝制到共和属于中国内部的政体变更，不影响中国的国际法地位，因此除非否认中国 

存在，否则必将承认中华民国，且承认手续较为简单。而且，中华民国虽然从法律上未获得承认， 

①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1913年8月 l1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460页。 

② 乔 ·厄 ·莫理循：《致豪 ·阿 ·格温函》(1912年9月)，骆惠敏编：《清柬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 

凯政治顾问乔 -厄 ·莫理循书信集》下卷(1912--1920)，第3O页。 

③ r在英国山座跪畸代理大使了lJ内田外耪大臣宛(雹赧) 亚细亚课畏 中国新政府承热同题=、y年谈话／件儿 第37 

虢](明治45年 3月3日)、 日本外交文言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617页。 

④ 《驻日本外交代表公署捡送东京(朝日新闻)栽“支那承ikf*-I题”译文致外交部呈》(1913年 7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43页。(该文件编者标为1914年，笔者认为有误 ，应为1913年。因为 1913年 1O月，中华民国已 

获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承认，日本报纸及中国使馆均无必要在 1914年继续讨论此问题。另外，文件提到了徐世昌访日未果等 

史实，也可以判定时间应为1913年。) 

⑤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1912年4月2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238页。 

⑥ 《外交部致印度部函》(1912年4月 11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240页。 

⑦ 『在英国井上大使丑IJ牧野外磅大臣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勰一延期 出来 ，L，旨英国外相丑lJ在本邦同国大使： 

雷训 夕，L，件J[第138号](大正2年4月8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59页。 

⑧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1913年 10月4日发 自北京，同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 

712页。 

⑨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321页。 

⑩ 《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 国承认 中华民国的报告》(1912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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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事实上各国是已承认”①，因此并不急于追求正式承认。同时，北京政府也意识到：“各国之迟 

迟未认吾新政体者，一则借口于政府之未巩固，一则取协调进行主义，以为牵制，吾若要求 ，彼将要 

挟愈甚”②，因而采取同各国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涉的方针，力图打破列强一致的情况，推动了各 

国态度的转变，而使 日本不得不最终承认。然而此时的中13关系中，中国处于较弱的一方。日本如 

果放弃与各国协调，直接同中国进行交涉，必然使中国在外交方面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同时日本也 

不会轻易放弃任何可资利用机会。因此，有必要分析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之间围绕着 

承认问题在“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等方面的交涉。 

其中贷款问题尤其需要列强之间进行协调，“凡事均由有关六国共同协商处理，且正欲以借款 

问题创此新意”。③北京政府意识到了贷款问题的政治倾向，反对日本的参与。为此，时任北京政 

府总理的熊希龄表示：“避免政治动机的渗入”，要求英法德三国“暂时不要拉入俄日银行代表”。④ 

但是，日本外交暂时战胜了中国，最终正式加入。日本共同行动的目的虽已达到，但贷款的具体事 

宜则一直由英国负责。在退出银行团后，美国“反而在北京政府的承认问题上掌握了主动”。⑤五 

国银行团被迫加快步伐，于 1913年4月26日同民国政府订立《善后借款合同》，“条约共二十一 

款，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期限定为四十七年，年息五厘，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合 

同规定以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及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四川、江 

苏等省所指定的中央税款为担保”。⑥ 虽然贷款的实现与北京政府的让步密切相关，但在 日本看 

来，此举是对美国的外交胜利，“通过借款，其他五强国更有效地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友谊。美国 

的专断与高傲的行为，使一般人都感觉不快。美国想借讨好中国，博得中国的特殊好感，这一目的 

能否达到颇成疑问”。⑦ 但贷款问题一直由英国主导，无形中使 日本更加依赖英国。况且贷款问题 

的解决，使得承认问题的复杂性相对减少，朝向承认的前景更加明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 

日本。英国驻华参赞甘伯乐(Campbel1．C．W．)在致莫理循(George Morrison)的电文中就称：“据我 

了解把俄国拉进六国银行团就是为了避免这类单独行动”⑧，这点对 日本同样适用。纵观承认问题 

交涉期间日本的外交活动，可以说其最大的收获在于参与对华贷款，但迫使中国政府妥协主要还是 

英国的功劳，这也是 日本重回英 日同盟老路的重要原因。 

随着 1913年 4月，美国正式决定承认中华民国以及德国、英国态度的转变，日本的主导地位逐 

渐丧失，不得不直接面对承认问题。此时因宋教仁被刺，中国政局走向十分复杂。由于日本一直对 

南北两派都试图施加影响，形势对 日本而言非常不利，陷人了早先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所说的：“若 

再进一步策划活动，不独有伤于北方袁世凯之感情，且必惹起南方伍廷芳及其他进步党人之反感， 

① 张国淦著，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 ·北洋从政实录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② 《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关于争取各国承认 中华民国的报告》(1912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 

3O页。 

③ r在米国埴原畴畸代理大使丑IJ内田外耪大臣宛(鼋赧) 国籍省 了lJ大舍组／铁路借款二阴 臂疑7，1J 件J[第 10 

虢](明治45年1月26日)、『日本外交文言别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194页。 

④ 《驻北京公使哈豪森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第甲248号](1913年 11月7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 

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87页。 

⑤ 俞辛焯：《近代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⑥ 梁为楫、郑则民：《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年版，第681__682页。 

⑦ 《驻东京大使雷克斯伯爵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第甲95号](1913年5月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 

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267页。 

⑧ 甘伯乐：《甘伯乐来函》(1913年1月12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 

乔 ·厄 ·莫理循书信集》下卷(1912--1920)，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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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对英关系亦将产生不良后果，徒劳无益”的尴尬境地。① 日本先前的所作所为恰恰将承认问题 

复杂化，反而使得日本在面临单纯的承认问题时更加“为难”。一方面 日本认为：“若然承认北京政 

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凯与南方孙、黄等人作对。倘若造成如此结果，不仅为各国着想有欠妥善，即为 

中国本身着想，恐亦难以谓为得宜”②；另一方面又表示：“日本人从个人角度来说，将会同情革命 

派；但政府一贯与各国协调，将致力于保持袁世凯政府的稳定。”⑧日本在中Et关系上的处境正如美 

国国务卿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所言：“过分拘泥于南北纷争 ，恐亦难免引起偏袒一方之 

责难”，相反“就美国政府而论，中国究由何人出任总统、施行何种政治等等，均非美国政府所应干 

预；只要正式、合法之国会能够成立，即应以此为基本条件而予以承认 ，相信此种立场最为光明正 

大”。④ 美国的言论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的软肋，日本对华的尴尬局面正是干预太多，甚至为此 

担心：“无论哪一方面爆发事变，即使走局部，但如果影响到中国秩序，各国也将把责任转嫁于 

我。”⑤相对而言，美国才抓住了承认问题的关键：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是对已经不存在的清政府的 

否认，在否认清政府这一点上，中国南北两方并无差异。因此，在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后，属于南方 

革命派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亲 自致函美国驻汉15领事表示谢意。⑥ 国民党人居多数的国会也致电美 

国参众两院表示感谢。(z) 

但在临近承认的时候，由于兖州、汉口、南京三事件，中Et关系上升到备受关注的程度。⑧ 如前 

文所述，日本在此时希望利用推迟承认来要挟中国，但由于英国的反对而作罢。此时中国暂时同英 

国、俄国在西藏和蒙古问题上达成妥协，El本已是孤立状态。但是，Et本仍不肯放弃三事件带来的 

机会，以此为借口提出了满蒙五路借款问题。北京政府认为“惟须有交换利益，日本方可对付”⑨， 

最终在承认的前一天即 10月5日，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和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在北京交换了 

《中日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内容有：(1)规定中国借用 日本资款筑造四平街经郑家屯 

至南府、开原至海龙城、长春经南满铁路至洮南府的铁路线；(2)规定了借款的办法；(3)规定中国 

日后如修筑洮南至承德、海龙至长春两铁路时，需要借款时须先向日本商借。⑩ 日本扩大了在中国 

东北的权益，并将势力范围扩张到热河。中国方面“对俄订协约许外蒙有 自治权，孙慕韩、李木 

斋两氏赴 日，亦为商量铁路问题。直至民国二年之春，各国始先后承认中华民国”⑩，将此协定与 

① 『在上海有吉鲶领事丑1J内田外耪大臣宛(雹赧) 招商局借款 此／除中止叉，L， 可 灭 L，件j[第6O虢](明治45年 

2月28日)、『日本外交文言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229页。 

② r牧野外耪大臣j lJ在米国珍田大使宛(雹赧) 中国新政府承想=阴 米国 同一行勤 轨，L， 得 ，L，旨米国政府= 

回答方训令／件J[第43号](大正2年4月4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9页。 

③ 臼井腾美『日本 中国：大正时代』、33页。 

④ r在米国珍田大使了1J牧野外榜大臣宛(鼋赧)中国新政府承勰二阴 El本一米国 同一行勤 轨，L， 得 ， 旨／，我回 

答申入／件儿 第55号](大正2年4月5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1O页。 

⑤ 《驻汉口芳泽总领事致牧野外务大臣电报》(1913年 7月3日)[第202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转引自俞辛埠： 

《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第382页。 

⑥ 秦珊：《1913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第89页。 

⑦ 《外交部酌拟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后应办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73)，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0年 

版，第439页。 

⑧ 参见《第6l件__69件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3年9月9日_29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 

选译》，第7o4—712页。 

⑨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32页。 

⑩ 参见《发 日本山座使照会》(1913年 1O月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路矿 

交涉》(1912--1916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6年版，第21—22页。r满蒙铁道借款修集；：阴寸为交换公文J(大正2年 

1O月5日)、『日本外交年表蛀主要文言』(上)、378页。 

⑩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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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外蒙古 自治一道视作为换取承认做出的重大让步。虽然如此，同 日本最初的 目标：“在东 

北地区延长租借地的租借年限，就与铁路有关的各项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进而确立 日本在中国 

东北的地位”①，“趁机实现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延长旅大租借地的要 

求为北京政府所拒绝，这预示着中日之问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还将继续，此协议只是问题 

的暂时解决，而非 日本的最终胜利。此次交涉 日本不再直接将承认问题与“满蒙问题”联系起 

来 ，而是以三事件为借口进行要挟，并放弃了同列强的协调一致，采取单独行动，直接同中方交 

涉 ，“帝国政府 自然要和各国政府采取共同措施 ，然而关于我国特殊利益问题，则不得不采取单 

独行动，实属万不得已”⑨，这在当时被 日本政府认为是不得已的下策。值得注意的是，此约是 

通过政府间换文的方式签订，已暗含了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可，这为最终正式承认扫清了 

障碍。 

也许可以让 El本外交界感到欣慰的是原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的努力，“本职与英国公使就承 

认问题交换意见时，曾事先备妥《大总统声明》文稿一份，于晤谈时当面出示英公使”。④这份《大 

总统声明》成为中英之间关于承认条件的底稿，经过中国同英国的协商，进行了简单修改，得到了 

双方的认可。Et本又通过说服英国，加入了“具体执行承认手续时应该附加一个条件，即中国政府 

必须尊重以往签订之条约及惯例，并承担此等条约、惯例为基础之国际义务”。⑤ 特别是加入了惯 

例对中国影响较大，例如其中就包括“各国商人在北京内城和外城居住及营业一事，已成为公认的 

惯例”⑥，而此点早在 1906年 日本以“各国商人为了贸易目的在北京居住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项惯 

例”⑦照会中国政府，而现在则进一步得到中方的保证。对此，德国表达了反对的意见，认为此系当 

然之事，“将来承认之时，殊无特别加以声明的必要”。⑧ 但 日本的建议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北京政 

府最终被迫认可。10月6 El，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并按照列强要求发表《大总统声明》称：“所 

有前清国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间所订之一切条约、协约、公约，必当恪守及前政 

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缔结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 

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⑨同日，日本等 

13国公使照会民国外交部，最终承认中华民国。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 l0月 6日报告： 

“袁世凯已于十月六日正式当选为大总统，本职立即以帝国政府名义完成承认中华民国之手续。”⑩ 

① 『对清政策 阴守否内圈浃畿j(明治44年 10月24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言』(上)、1955年、356页。 

② 『第三回日露诌约缔鲒}：阴卞6件J[第8虢](明治45年 1月 13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言』(上)、361页。 

③ r内田外旃大臣5／lJ在德国杉村大使宛(霭赧) 日本 南满洲／，特殊利益挤蠼／焉= 单独行勤 辞七廿， 旨独当局 

=就明方／件儿第2虢](明治45年2月4日)、『日本外交文言刖册』(清国事变一辛亥革命)、314页。 

④ r在中国伊集院公使寻lJ牧野外耩大臣宛(鼋赧) 中国新政府承识=阴连三／大鲶统声明案文=明灭，L，褊馥／蛏遢赧告 

／件儿 第 199号](大正2年6月10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4l页。 

⑤ r牧野外辫大臣5／lJ在英国小池隐畸代理大使宛(鼋赧) 日本政府一 中日两国同／特殊阴保=鳢 三中国新政府 早期 

承热意向-)-， =付右二阴天，L，英国政府／所见回鼋方剖令／，件儿 第59号](大正2年4月8日)、f日本外交文害 (大正2年第2 

卷)、18页。 

⑥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3年5月26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672页。 

⑦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附件2致外交部备忘录》(1913年5月26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 

料选译》，第673页。 

⑧ 《德国外交部秘书Jagow致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侯爵之文件》(1913年 4月21日)，王光祈译：《辛亥革命与列强态 

度》，第59页。 

⑨ 《大总统誓词》，《政府公报》第5l6号，1913年1O月l1日。 

⑩ r在中国山座公使j IJ牧野外耪大臣宛(鼋赧) 袁世凯大鲶兢当避=付承勰手绕罗7， 夕， 件儿 第871号](大正2年 

l0月6日)、『日本外交文言』(大正2年第2卷)、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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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月7 El报告：“对于我国政府之承认中华民国，十月七 日孙外交总长曾以公文前来致谢。”①至 

此，承认中华民国的外交手续最终完成，承认问题结案。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公文致谢不同，l0月 7 

日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亲自前往英国公使馆，“转达中国政府对英王陛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 

取的行动以及过去两年间所抱得态度的谢意”。② 相对 日本，英国政府无疑更赢得Y：tt；京政府的 

友谊 。 

余论 ：从承认问题看日本外交的走向 

经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后，日本开始试图主导远东事务。此次围绕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日本也 
一 直为主导权而努力，选择的策略则是利用列强共同行动原则主导这一问题，迫使各国承认13本在 

中国的特殊利益，企图通过主导地位实现承认、贷款、“满蒙”等问题的一并解决。但是，日本的这 
一 企图最终失败。虽然在贷款问题上依靠英国略有收获，但 日本最关注的中国东北问题只是暂时 

解决，远未达到对此的期望，并且最后不得不追随各国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这其中除了中国方面 

的抵制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承认问题上列强阵营的分裂。尤其是美国最终选择退出银行团，在 

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其行动“直接挑战了日本所努力经营的对华外交一致的原则，否认了日 

本在该问题上的主导权”。③ 德国也意识到过多地接受日本的意见“将使我们陷于Et本对华政策之 

牵绊中”④，虽然表示不会单独承认，但利用共同行动的原则，采取“联络多国为一致之承认，借以牵 

制某国之野心”⑤的策略，离间日本同其他列强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最终同英国一起将 日 

本拖人了共同承认中。结果日本只能自食苦果，受此教训后的日本外交越来越倾向于单独行动，以 

直接同中国交涉来迫使北京政府让步。 

早在 1912年初，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认为：“当前欧洲局势甚不稳定”，建议 日本政府“如 

欲采取断然措施，此正其时”⑥，希望利用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采取单独行动，控制中国东北。对 

此，内田外相表示：承认问题还是要与各国协调行动，但“满洲问题，则应经 日俄两国商讨后，与承 

认问题区别开来，采取适当办法加以解决，乃为妥善”⑦，实际上，就是想与俄国一道，抛开其他列 

强，扩大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只是后来 日本政府又放弃了此种打算，转而利用承认问题解决“满蒙 

问题”。但是，该图谋最终受挫，问题依旧存在。至 1914年一战爆发后，日本外交思路逐渐回到 

1912年初，“欧洲战局尚酣，无暇顾及远东。今正值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⑧，成为日本政府内部 

的共识。1915年 1月 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二十一条”，其中“第二号，大 

① r在中国山座公使了lJ牧野外耪大臣宛(鼋赧) 中荤民国／谢意日本政府=耘速方申越／件J[第883号](大正2年1O 

月7日)、『日本外交文害』(大正2年第2卷)、70页。 

②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1913年 10月27日收到)，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第722页。 

③ 侯中军：《“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63页。 

④ 《德 国外交部秘 书Jagow致德 国驻 日大使 Rex伯 爵之 电》(19l3年 5月7日)，王光祈译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第63页。 

⑤ 《承认之好消息》，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 ·民立报》第 29册，1913年 4月 19日，第898号，第7版，总第 

7092页。 

⑥ r在露国本野大使 }，牧野外耪大臣(雹赧) 满蒙二於 ，L，日露势力分界缘惴约案 露国外相二手交蛀分界镶及满洲 

明题二阴三／意见交换／件J[第23虢](明治45年 1月24日)、『日本外交文言』(明治45年第 1卷)、59页。 

⑦ r在露国本野大使了lJ牧野外耪大臣(鼋赧) 满洲问题，、中国新政府承热同题 别二考虑三／可然旨露国耆局／、、就示方 

／，件J[第20虢](明治45年 1月31日)、『日本外交文吉』(明治45年第1卷)、6O页。 

⑧ 《日本驻华公使 日置益致 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关于对中国提出要求之拙见”》(1914年12月3日)，黄纪莲编：《中日“二十 
一

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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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趣旨在使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方之地位益形明确”，“故帝国此际欲使中国政府确认帝国 

在该两地当然应有之地位”。① 因此，可以将该条款视为日本关于扩大在中国东北权益的继续 

行动。 

利用一战爆发的国际形势，日本先将“二十一条”中的有关条款，在协约国内部取得了英、法、 

俄等国的秘密谅解，并最终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② 此举与在承认中华民国等问 

题上美国、德国对 日本外交的阻碍密切相关。在中日两国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中，日本担心中 

国“或向美国乞求援助，或唆使德国人制造障碍”。③ 德国的挑战时间较短，一战中Et本占领了德国 

在远东的据点——胶州湾。随着德国的战败，美国成为日本在远东的最主要对手。虽然 日本利用 

英、法的支持在巴黎和会上暂时迫使美国让步，但是美国在 1921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又采取与 

德国人相似的策略，首先拆散了英 日同盟，最终迫使 日本让步。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 

领中国东北，美国则宣布“不承认主义”。美 日之间在远东地区的矛盾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结 

束，而美国这一次彻底战胜了Et本。 

以承认问题为视角，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外交不仅在国际上受到美国、德国的挑战，在内部还 

受到军部的冲击。日本政府本希望利用承认问题实现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因此压制军方支持的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并要求“陆海两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等部门均需遵守政府的方针”。④ 但 

由于被迫先行承认民国政府，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图谋未能彻底如愿，为中日关系的走向埋下了隐 

患。而日本外交又始终无法达到军方的目标，加剧了日本外交界同军方的分歧，促使日本军方再次 

回归 1912年初方案，采取单边行动，以求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在 1915—1916年军方又支持策划了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直到 1931年再次仿效 1912年的行径，破坏铁路，制造事端，出兵占领中 

国东北，扶植傀儡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军方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同时日本外交界也越 

来越被军方的行动所牵制，并最终丧失了独立性。 

[作者郭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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