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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外交到国民外交
——

世纪初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外交观念论略
任云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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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世纪初年是中国外交观念转型的重要时期，处于封建制度与民主政治激烈交锋

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鲜明的国民外交思想，表现了对外交民主化的诉求，从
而使中国外交思想蜕去了皇权色彩。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交观念是在因袭传统和吸收西
方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制约，这一时期的外交观念还有传统思想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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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观念近代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
过程，从最初固守传统外交理念到积极介绍和运用
西方观念，其间交织着西方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的
矛盾与冲突。八国联军一役后，中国人的外交理念
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近代因素。为了揭示这一时期国
人观念的变化，笔者选取
年的报刊评论
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报刊评论是时人展现其思想文
化主张的主要窗口，通过对报刊评论进行分析可以
把握当时的时代脉搏。
年，报刊围绕着
中俄东三省交涉发表了不少评论，解读这些评论对
于明晰当时中国人的外交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是透视外交观念近代化的良好视角。笔者拟从
报刊解读东三省地位的不同视角、解决东三省问题
的外交策略、国民外交在拒俄运动中的作用三个方
面入手，考察中国外交观念在 世纪初年的变化。

一
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
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本国领土遭受外来势力的掠
夺。近代宪政国家将维护本国的领土完整作为外交
的首要目标，传统的封建国家也同样将领土完整作

为外交的重要内容。但在解读国家领土的重要性
时，封建王朝与近代宪政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王
朝外交视野下，国家领土的重要性与封建王朝的正
统性密切相关。而近代外交观念中，领土完整与民
族国家的主权不可分离。
年间，国人在
解读东三省地位上，存在着根本上的分歧：有人从
朝廷重地的视角分析东北的重要性；有人则从近代
国家领土完整这一视角评论东三省的地位。以下便
分别对这两种观念进行介绍：
“重地说”是时人认识东三省地位的一种重要
视角，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申报》便从朝廷重地
的视角分析东三省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在其评论中
比比皆是。如
年 月 日《阅报纪俄人之言
慨而论之》一文云：“满洲为我朝廷根本之地，固
不欲轻以让人。
”
年 月 日，
《申报》刊
登了《论中俄订立密约后》一文指出：“满洲为我
朝发祥之所，虽物产未必富，土壤未必腴，而根本
在，是非若台湾之可轻易割弃也！” 从这篇评论
不难看出，该文作者认为东三省是清朝发祥之地，
坚决不能割弃，而台湾孤悬海外，可以割弃于日
本。台湾和东三省都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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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土上并不存在主次之分，透过该文我们可以清

领土问题上传统观念与近代观念的分野，而且也显

楚地看到浓重的王朝外交观念。《外交报》是清末
非常重要的外交类报刊，也持此种观点。
《外交报》

示了外交的出发点是维护王朝利益还是捍卫民族
国家主权。

指出：“东三省者，京师之屏障，陵寝之圣地也。
以我国归会，朝廷崇戴，皇室之义衡之，小有差
《大公报》也认为：
池，则全国为之震动。
” 此外，
“东三省是我朝发祥根本重地” ，国人不能轻易放
弃。“重地说”建立在对清王朝的认同之上，虽然
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成份，但根本出发点是封建王
朝而非近代国家。
除了“重地说”外，时人还从国家领土完整的
视角解释东三省的重要性。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
方政治学说的大规模输入，一部分国人已经认识到
领土、主权、人民为国家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他
们当然不能容忍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肆意侵略与践
踏。如《游学译编》在谈到满洲问题时指出：
“夫中
国主权，非满州政府所私有也。国民之公主权，一
家一姓不得私有之，亦不得私与之。
” 《游学译编》
是革命色彩比较浓厚的报刊，主要撰稿人为陈天
华、杨笃生、黄兴等人。他们大都深受西方政治学
说的影响，以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为奋斗目标，自然
从国家的领土完整角度评论东三省的地位。《浙江
潮》论道：“呜呼，满洲者，中国人之满洲也。
”
《苏报》也指出：“东三省者，非满洲人之东三省，
而为我全体中国人之东三省。
” 总体来看，从领
土完整视角解释东三省观点主要为：东三省属于
全体国民，而非满洲人之东三省，将领土的所有
权归结为近代国家而非清王朝。从国家领土完整
的角度认识东三省的地位，表明了国人近代民族
国家意识的增强。
对东三省地位的不同解说，表明了王朝外交和
国家外交的分野。“重地说”含有浓重的王朝外交
观念，是从清廷的立场来考虑东三省的地位。而
“领土说”则从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认识东三省的
重要性。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国家领土在重要性上
有着主次之别。一般来说，京城所在地以及皇族的
发祥地最为重要，边疆地区居于次要地位，周边的
朝贡国是作为中原文化的屏藩而存在的。历代统治
者“在治边理念上就是一方面要先中心后边缘，重
中心轻边缘，另一方面，在保证中心稳定的前提
下，又要重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重地说”
就反映了人们的领土观念还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解说东三省重要性的视角不同，不仅体现了国人在

二
外交策略是指在外交活动中所运用的方法与
手段。外交策略运用得当就会促进外交，反之则不
利于外交。在如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上，中国人提
出了结盟、开辟公地两种手段。受中国传统合纵连
横策略和西方均势理念的影响，时人所提出的外交
策略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观念和西方观念的结合体，
既有中国传统的影子，也有西方外交观念的痕迹。
第一，与别国结盟抵制俄国的外交讹诈。
结盟是古今中外外交家常用的策略之一，无论
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传统。春秋战
国时期，结盟之策在诸侯国之间就很盛行。西方外
交家同样将结盟作为改变各国之间力量对比的重
要方法。摩根索认为：“联盟是在一个多国体系内
在抵制
起作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均势功能。
”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时候，时人普遍感到中国力量
的不足，因此希望通过与强国结盟维护国家主权。
但在与何国结盟上，人们存在一些分歧。仅以《申
报》为例，
到
年日俄交涉期间就有几种
联盟的主张：
《申报》
年 月
日刊登了《制俄篇》，
主张与德国、日本、英国结盟。该文指出俄国之所
以不敢吞并东三省，主要是由于各国干涉。那么，
“俄既尚有所畏，宜即以所畏者制之。为今之计，
无如实心联络一二国以为援助。
” 中国应该真诚
地与别国联合，才能反对俄国独占东三省。列强处
理国际关系时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本不会
承付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国传统的外交观念却非常
注重责任和诚信，强调遵守承诺，带有浓厚的道德
色彩而忽视实际利益。时人在丛林规则盛行的国际
政治背景下，幻想与列强真诚合作共御强俄，不难
看出中国传统诚信理念的深刻影响。
《申报》于
年 月 日发表社论《联日
之利益》，主张与日、美结盟。该文认为日本与中
国同处亚洲，同文同种，“诚能联约，而同持亚洲
之危局，以戟虎狼吞噬之谋。
” 美国并没有侵略
中国领土的野心，且又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因
此中国应该与美国联合。日、美、中三国联合，
“亚、美两洲同敌一欧洲，陆路则中国扼之，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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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美扼之于南洋，日扼之于北海” ，这样就可以

方面也说明，有部分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

对付强邻俄国。该文虽然认识到了美、日与俄国的
矛盾，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本质缺乏清醒认

缺乏认识。当时的现实是，中国是不可能找到任何
道义上的盟友，无论与哪一个国家联盟都不能从根

识，以为美、日能与中国联合共同对抗俄国，想法

本上维护国家主权。

未免过于天真。
年 月
日刊登了文章《联合
《申报》
日、德、美三国以拒俄人论》，力倡与日、德、美
三国联合。该文指出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不愿意
俄国势力过于强大，中国应该抓住日本的此种心理

第二，将东三省开辟为万国通商公地。
将列强争夺之地开辟为商埠是近代国人维护
领土主权的一种主张。中俄东三省交涉期间，人们
看到了列强在东北的利益争夺，因此，他们希望通

与其联合。英、日缔结了同盟条约，与日本联合就
相当于与英国联合。德国与法国为世仇，俄、法结

过将东三省开为商埠从而制约俄国的侵略。
《外交报》在第 、 期刊登了《论外患之
亟》、
《东三省辟公地论》等文主张将东三省开辟为

盟必然会导致俄、德关系紧张。因此，只要中国派

商埠抵制俄国的侵略。国人希望在东三省开辟商

遣“智辩之士，陈说利害，与之联合，窃意德亦未
必固拒” 。对于美国，中国应“远下一子以为之

埠，允许各国通商以牵制俄国。“俄之不欲开通商
埠者，正畏各国厕身其间，不得独行其吞并之计
“群客麇至，我犹不失为主
耳。
” 开辟商埠之后，
人，且可以扼制俄国南下之势，而京畿亦尚有所屏
蔽乎。
” 《国民日日报》也力倡将东三省开辟为公
地，借用各国势力抵制俄国：“美、日二国之所特
别要求者，则开放满洲之问题也；开放满洲者，所
以分俄国之势也。各国之为均势起见自宜出此，而
借此开作万国公地以抵制俄，亦未始非外交之下
策。
” 《申报》也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东三省开放
为通商公地。“作为通商公地，中国之利虽为他人
所分，而其地则仍为中国之地，将来克自振作，得
有治外法权，即永为租界，较之为俄侵夺，其利害
得失不已有天壤之判耶！” 开埠通商将各国势力
引入东北，通过列强之间相互竞争形成势力制衡的
局面，从而抵制俄国侵略企图。开埠通商实现列强
的势力制衡，带有更多的近代色彩，是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
摩根索认为，均势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直接对抗型
与竞争型。竞争型模式涉及到更多的国家，而直接
对抗模式主要为两个国家直接对立。一般来说，竞
争型模式比两国直接对抗的模式更具有稳定性。国
人开辟公地的主张，则是希望通过更多国家介入，
变直接对抗型为竞争型模式，从而维护中国局势的
稳定。清末中国处于列强争夺的中心，如果中国与
强国直接对抗，在实力对比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必
定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将列强争夺的区域开辟为各
国通商之地，就会使列强互相牵制，减少中国的损
失。此种主张从学理上来说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
操作时往往会遇到现实的困境。犹其对于像中国这
样的弱国，实行均势政策往往没有预设的顺利。

应，而他日排难解纷之任亦可” 。可以看出，该
评论非常重视智士在国际生活中的游说作用，希
望通过游说的方式达成与别国结盟的目的。古代
国家结盟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辩士，这一方
法在古代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随着
外交科学化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
策制定建立在科学决策基础上，这就使得中国传
统的外交智术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问题。近
代外交决策并非只是君主一人之事，在决定与何
国联盟时必须经过全方位考虑，未必会因为智士
游说就会改变本国的既定方针。
以上各报纸的文章反映出，结盟自保是相当一
部分人的认识。在结盟国的选择上虽各不相同，但
宗旨是一致的：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来维护
中国利益，其出发点无可非议，爱国之心也值得肯
定，但这样的想法却不够现实。结盟不是一厢情愿
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际策略，只有对方也
有结盟的意图时，才容易实现盟友关系。与一个国
家结盟尚且不易，若欲将数个国家合于一个联盟之
下，更不是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简单。更重要的
是，结盟必须建立在在各国利害相同，强弱相等的
基础上。弱国与强国结盟不仅不能维护本国利益，
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积贫
积弱，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纷纷将我
国作为掠夺的对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
列强实力相差悬殊，与列强结盟无异于羊与狼结
盟，维护国家利益的希望何其渺茫！从中国人对于
结盟问题的思考来看，他们还对列强抱有道德上的
幻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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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而言，在如何抵制俄国侵略问题上，知识

苏》杂志对国民在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评论：“俄

分子在报刊中主要表达了两种主张，即结盟和开埠
通商。这两种主张，都是近代均势理论的重要内

人眈眈虎视，思得一逞，其席卷之势，宁止一日？
乃一再踌躇而不即发者，非有阻于吾外交之强硬，

容。均势理论从洋务运动时期传入我国，并逐步在

非有怯于吾陆军之精炼，一则以庚子排外暴动之民

对外交涉中得到运用。由于均势策略与中国古代的
合纵连横有着一定契合之处，都是通过他者改变国

气有以致之，一则以辛丑电阻密约之民气有以致
之。虽其间不无文野之判，而其不可奴隶、不可屠

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因此，中国人在运用均势策
略时，传统合纵连横的外交经验在不时地影响着他

割之种毅然独立之血诚，则实吾中国前此未有之特
色也。
” 他们认识到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

们的观念，尤其是在结盟策略的讨论中，对辩士寄

是抵制俄国外交讹诈的重要因素，因此将批判的锋

予厚望，从而表现出浓厚的传统色彩。与此相反，
开埠通商的主张，表现出了更多的近代性，更明显

芒直指专制外交。如《国民日日报》在谈到增祺私
定《交收东三省章程》时指出：“今以满政府提挈

地体现着西方理念对国人的影响。

国权于最高团体之上，不以公民之合意而与人私订

三
在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的刺激下，各报刊提出
了国民外交的思想。国民外交的重要特征是重视国
民在外交中的作用，国民对外交事务有着强烈的责
任感和参与意识。“与秘密外交相对待者，即为国
民外交。国民外交者，指一国的外交事务，如订立
条约，办理交涉，甚至使节的派遣等，国民均须参
与之。简言之，国民应享有一切外交权也。
”
向民众介绍宣传国民外交思想最有力的报刊
是《浙江潮》。
《浙江潮》由浙江籍学生在日本东京
创刊，主要撰稿人有蒋方震、蒋尊簋、许寿裳、王
嘉祎、蒋智由等。他们大多为光复会会员，以推翻
满清政府为职志。
年
月，《浙江潮》刊登
了《国际法上之新国家观》一文，对君主外交和国
民外交进行了介绍：“十八世纪，欧洲列国之外交
为君主外交，盖以国家为君主一己之私有物，凡割
让土地，亦视为君主之赠与品，国民不得而干涉
之。故甲国欲乙国之死命，惟以笼络君主，利用政
府，为最巧妙之政策焉。降至十九世纪，各国人民
不堪其痛苦，遂昌言国民外交，以国家非君主之私
有，国政非君主之私事，君主苟亵代表国家之资
格，国民得起而颠覆之，改造之。
” 正是有感于
清政府外交的失败，因此他们将国民外交作为抵抗
列强侵略的有力武器。封建社会王权至高无上，皇
帝承天而治万民，其权力具有神圣性。外交作为国
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领域，决策权自然属于君主一
人，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外交的权利。《浙
江潮》对国民外交的源流进行了介绍，这标志着中
国人外交观念的一大变化。
其他报刊也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宣传。《江

贩卖土地之约，是致一误再误，而败坏至今。
”
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国民享有外交权对于国家
外交成败的重要性。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外交
权属于君主，条约的缔结与废除以君主的意志为转
移，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外交事务。在中国
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后，中国人一直在被动地
适应外交，根本无法对外交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世纪西方政治学术专著大规模传入（仅
—
年间，中国人翻译西方政治学专著共 部
），国人出现了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追求。痛恨
于中国外交的失败，他们自然将希望转向国民外
交，希望通过全体国民的行动挽回国家权。
国民外交观念的产生是
世纪初年中国外交
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内
容。历史证明，国家从封建君主政体到资产阶级民
主政治转变的过程中，都伴随着从君主外交到国民
外交的转变。在专制政体下，外交以王朝的利益为
宗旨，以君主的意旨为转移，国民没有外交权。近
代社会则不然，由于承载传统外交的社会基础和政
治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外交不再是君主个人的
专利，它已经成为全体国民关注的重要领域。清末
革命派对国民外交的呼吁，表明了国人外交主体意
识的转变：外交不再以王朝利益为中心，而是以国
民利益为旨归。国民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思想近
代化的重要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和西方政治学术
传播的必然结果。
通过对

到
年的报刊评论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这一时段是中国外交观念转型的重要时
期，国人的外交观念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近代意识。
处于封建制度与民主政治激烈交锋的历史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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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外交观念展示了对外交民主化的诉求，提
出了鲜明的国民外交的思想，从而使中国外交思想
蜕去了皇权色彩。由于近代中国人外交观念是在因
袭传统和吸收西方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当时社
会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外交观念的近代化过程必然
是漫长而又复杂的，其间交织着传统与近代观念的
矛盾与冲突，这在 世纪初年的东三省问题的评
论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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