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39）

内容摘要：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
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密切。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
会变迁的大潮中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
资本。从马君武等国民党舆论精英及其对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批判，进步党、国民党的旧有恩怨与政治舆论
的导向，广州内部分裂及国民党的政治舆论选择，南北对峙与孙中山北上的舆论象征等层面出发，探索政论
性报刊在南北军阀的利益冲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反对派的利益分割中扮演了的角色及其论述策略、言
论立场的选择，尤有价值。
关 键 词：报刊；舆论；国民党；进步党；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示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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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5 年的中国面临着旧民主主义革命

和作用，另一方面能够较深层次地探析报刊呈现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报刊、报人及舆

社会镜像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军政利益集团之

论精英与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令人深思。近代军

间的相互促动及制约的内在联系。本文即以此为

政利益集团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与社会转型

视角，对军阀混战语境下国民党以党治国、以党

关系极为密切。面对社会转型，各个利益集团如

治党的舆论宣传，领袖人物顶层设计、宣传部门

何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大潮中利用报

及其管辖下的报刊在言论立场中多次抉择呈现的

刊寻找自己的确切位置，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

立场等，进行探索。

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是一个关键
而紧迫的问题。分析孙中山、马君武、陈炯明、
胡适等舆论精英与诸多利益集团有形或无形的联

一、国民党舆论精英对进步党的
批判及其政治言论的导向

系，无疑是解读政治转向的重要环节。
面对社会失范及秩序的重建，近代报刊在南

20 世纪 20 年代初军阀混战的政局意味着地

北军阀的利益冲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

方主义与中央权威等纵向关系的严重对立。换言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反对派的利益分割中亦发

之，地方势力的崛起是以中央权威衰落为代价

挥着重要作用。从传媒在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关系

的。此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中所起的作用出发，研究 1919－1925 年间舆论精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始于袁世凯称帝、张

英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有利于把

勋复辟之后。袁、张复辟之后，皇权专制彻底破

握报刊、报人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皖系、奉

产，民主制度渐次生成。中央与地方权力重构之

系、直系、桂系等集团利益冲突之中充当的角色

际，政党政治亦成潮流。欧战之后，北洋军阀面

收稿日期：2014-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BXW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3AZD168）；教育部新世纪人
才支持项目 （NCET-13-0642）；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助计划项目 （J05201419）
作者简介：王天根 （1971-），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和中国近现代
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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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分裂，孙中山等遂利用军阀间的矛盾进行政治

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

运作。然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集团内部也存在

生 （林森，字子超——笔者注） 探询黄之历史，

诸多分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桂系集团、

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

闽广之间的陈炯明集团既相踵接，又并存。他们

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兵权皆其主谋，深得袁世

时而相互利用、利益一致，时而政见分歧、大动

凯信用云云。是岁十二月黄自美东到达。旧金山

干戈。而此前孙中山、马君武等为首中华革命党

之康梁派宪政党宴之于都板街上海楼菜馆，忽有

及后来的国民党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研究系及其

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

前身进步党也矛盾重重①。1915 年 6 月 6 日，袁世

刻身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2]378 后人研

凯病亡，8 月 24 日马君武受孙中山委托，与居

究得知，刺客名为刘北海，受中华革命党美洲支

正、田桐等人在京组织以旧同盟会会员及中华革

部负责人林森指挥。据时人所传，命令来自中华

命党为首的“丙辰俱乐部”，31 日正式成立。马

革命党的最高层。由此事件，足见宪政党与中华

君武有相当的领导才能，生于桂林，为人处世颇

革命党间矛盾斗争之惨烈。

重同乡之情。他在 10 月 28 日的“丙辰俱乐部”

宪政党核心人物梁启超在政坛及舆论界长袖

招待会上提议以桂系集团首脑陆荣廷为副总统。

善舞、纵横捭阖，其论敌中华革命党舆论精英马

1917 年 4 月 1 日，他在广西旅京同乡会欢迎陆荣

君武也毫不客气。1917 年 3 月 8 日，马君武向政

廷的会上致词时，对陆的反袁战绩大为称赞。同

府上书要求驱逐梁启超出京。3 月 9 日，马君武

年 9 月，马君武与王正廷等人赴广西，促陆荣廷

等在 《民国日报》 再次刊发 《反对与德绝交加入

去粤共商护法大业。可见，马君武与桂系军阀之

协约国再致各省通电》 [3]。同时，因 《新青年》

间联系非同一般，属同乡利缘关系。

刊发褒奖梁启超之文章，马君武表示不再向 《新

为参加袁世凯病亡后所谓南北统一之第一次

青年》 投稿。4 月 2 日，马君武发表 《辟梁启超

国会，并推进宪政，1916 年 9 月以马君武等宪法

宣战论》，指责梁启超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

商榷会名义出现的国民党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研

战。孙中山、唐绍仪等也通电反对梁启超及其对

究系拥护的段祺瑞政府相对抗。其时政治舆论的

舆论的操控，此与马君武相呼应。客观而论，舆

焦点涉及段祺瑞政府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

论骄子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及段系内阁的确走得

若参战是选择协约国还是同盟国等问题。是年 2

很近，如1917年7月17日至11月22日，梁启超一

月 28 日，国会议员马君武等三百余人针对段祺瑞

度曾担任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研究系另一核

政府的外交抉择发表反对对德绝交及参战通电，

心人物汤化龙担任内务总长 [4]145。研究系十分重

“此次外交对德抗议，闻德国已有理意答复我

视建设自己的舆论机关，其舆论机关最著名的有

国，即可乘此了结。闻有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

设在北京的 《晨报》 日刊与 《时事月镌》，设在

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

上海的 《时事新报》 与 《改造》 杂志等。这些

祸害种种，敬滤陈之……总之，对德断绝邦交，

舆论机关的主旨：其时宣传文化，将来取得政

加入协约，无利可图，而此后种种祸害，不可胜

权[4]179-180。从舆论机关使用看，梁启超等利用报刊

言，应请全国速电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

论政的锋芒显然有别于马君武、孙中山等中华革

亡。”

命党之报刊及其时评之政治指向。

[1]522-523

后该通电文字略改，刊登在 3 月 5 日

的 《申报》 上。由于卷入政治派系斗争，进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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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欧战及其历史遗产对中国可能之影

与国民党的舆论精英各为其主。政治斗争极其残

响，研究系及中华革命党皆有所考察与分析。

酷，一些著名报人或记者、主笔因政治偏好等往

为考察欧战后的政治变局，1918 年底到 1919 年

往充当了炮灰。如一代名记者黄远生，即成牺牲

初梁启超等研究系人士赴欧洲考察。而早在

品。他早年参与梁启超主持的 《庸言》 编撰，后

1918 年 6 月研究系另一核心人物汤化龙则前往

由于记者生涯及其时评与袁记政府多有关联而深

日本、美国、加拿大考察。梁启超、汤化龙服

受其害。据冯自由著 《革命逸史》 记载：“民国

务当局的考察旨趣引起中华革命党 （后易名国

四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

民党） 的不满。中华革命党对梁、汤等与袁世

①近代以政党形式存在的军政利益集团的命名往往亦与时俱进，本文采取笼统的习惯性命名，在特设情况下作具体的交待，文中的

国民党、研究系皆如此。

汤化龙访问加拿大维多利亚市期间被国民党人王
革命党人冯自由对此也有描述，称黄远生被杀后
三年“进步党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由欧洲抵加
拿大之域多利埠，将取道返国，有国民党员香山

二、广州政府内部分裂及
国民党的政治舆论选择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与西南、东南军阀
的关系非常复杂。1918 年 1 月陆荣廷为首的桂系
即行吞枪自杀。此三壮士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
军阀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军政利益集团产生严
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
重龃龉。桂系主持的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在广州
殊堪敬佩” [2]378。少年中国会成员曾琦曾评论此
成立，后虽流产，但其试图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
事件，曰：“盖汤氏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
军政府对抗的本质暴露无遗。同年 2 月 20 日，国
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
会非常会议在陆荣廷等人运作下取消大元帅制，
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
21 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这一切，使得
叹党祸之日烈矣” [5]。可见，汤化龙被杀多被视
桂籍革命党元老马君武终于看清了桂系军阀的用
作政党竞争的恶果。进步党人黄远生、汤化龙被
心，从而基本脱离了地缘意义上的旧桂系裙带关
杀引发巨大社会反响。“自兹而后，国内曾助袁
系网。
洪宪作恶之研究系交通系诸政客，莫不爱惜生
五四之后的东南、西南等均为军阀盘踞，这
命，视美洲为畏途，其有赴美游历，或参加欧战
些军阀起家多倚靠枪杆子，但陈炯明无疑是其中
后华盛顿和会工作者，咸托人至上海环龙路向总
之例外，他十分重视利用报刊舆论。早在 1919 年
理 （指孙中山） 疏通，必俟取得国民党本部之介
7月11日他就曾刊发 《致广州报界公会函》，
“阅报
绍书为生命之保障，始敢安心渡美。王昌烈士遗
载称：兹得军界消息，谓陈炯明由漳州致电海军
体至民国十年始由加拿大运回本国，国民党粤支
及军政府，其大旨略谓外患日亟，南北对峙，势
部礼葬之于广州东郊。”[2]378 汤化龙死后，梁启超
必媾和，驻闽前敌各军谅无用武之处，拟将全队
大病一场。梁启超的学生丁文江等在 《梁启超年
拔回广州，或编或裁，从长议决，免糜饷项，谨
谱长编》 中称是年“八九月间，先生因著述过
先奉闻云云，查敝总司令既无是种来电，且我军
勤，曾患呕血病甚久” [1]557。盖此时正值好友汤
虽在停战时期，仍须注重边防，业在漳州编练，
化龙被枪杀期间，悲痛成病或在情理之中。是年
分防各地，此种传闻，全属子虚。相应函请贵公
10 月 26 日，《申报》 刊发梁启超对某报记者谈
会查照。希即转致登此新闻之报更正。”[6]387- 388 后
话，称自己“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迄未成 《援闽粤军并无回粤意》 也曾载于上海 《民国日
就，皆由于政治所牵扰，致荒本业。一年以来， 报》 第 6 版。可见其利用报刊舆论之意识。当
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
然，陈虽有开明思想，但毕竟是军阀利益集团中
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
重要人物，曾一度枪杀报人并予报界以警示。但
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
正如陈炯明 1920 年 7 月上旬发表的 《在漳州关于
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
粤桂关系的谈话》 中所说：“值此军阀破产时
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故
期，国人视军队甚于蛇蝎。吾人与其尚鸡鹜之
[1]559
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愿加入。” 此时
争，取罪父老，何如自图改造，为社会造福，请
梁启超远离政治并专意学术，声明不再参加任何
看狼子野心一意孤行者，将来结果定受相当之裁
政治团体或政治活动，或与汤化龙之死给他的警
判。”[6]465 此话有军事割据纷争中欲讨伐桂系之语
告有密切关联。尽管梁启超有所声明，但革命党
境，但军阀政治面临报刊舆论压力亦显然易见。
人并未放弃对其批判。如 1918 年 12 月 13 日，马
1920 年 8 月上中旬，陈炯明在 《与某代表的谈
君武曾致电梁启超痛斥其自民国以来诸多误国行
话》 中称：“吾原不愿回粤。吾在漳州，以新文
径。马君武与梁启超之政论分歧主要是面对北洋
化为主，每月出版物甚多，再过数年，不法之军
军阀的逐利，宪法商榷系与宪法研究系之间存在
阀自有人起而推翻，吾不难行中国之新民主主
诸多恩怨，更有进步党与国民党乃至早年改良派
义，奈某方面一再相逼，不使我安居漳州，我惟
人理发匠王昌枪杀汤于叙馨酒楼，以目的既达，

·

国民党与国家统一舆论下的报刊言路（ 1919-1925
）

昌以“袁之走狗，段之帮凶”名义刺杀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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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谋相当自卫。战争发生，社会自有公论。”[6]468

为了扭转军阀纷争的政治局面，1921 年 4

可以看出，陈炯明至少已明白报刊舆论在政治合

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并出任非常大总

法性与正当性建构中具有较重要之作用。

统，意在通过讨伐广西的边防军务督办，安定广

与孙中山以广州为基地进行北伐从而统一全

东政局。同时，孙中山等试图通过誓师北伐等谋

国之雄心相比，陈炯明专意广东建设，同时对讨

求统一全国。孙中山在此方面思想主张可参见

伐两广之广西确实很感兴趣。1920 年 9 月 18 日，

1922 年 3 月 20 日上海 《民国日报》。重组军政府

陈炯明在讨伐桂系时发的 《揭布桂军暴行电》 开

得到陈炯明支持，而北伐主张遭陈或明或暗反

头即有“上海民国日报并转申报、新闻报、时

对。1921 年 7 月，马君武在孙中山等支持下就任

报、时事新报、新申报、神州日报、中外新报、

广西省长，意在对旧桂系力量有所抑制。马君武

国语日报各大报馆公鉴”

。其中说：“自桂莫

可谓革命党军政利益集团得力干将。几与此对

等盘踞粤东，视为征服之地，肆意纵毒，彰彰在

应，新桂系势力随之崛起。新桂系早期与孙中山

仄。炯明已于去月声罪致讨，惟彼所谓军队种种

为首的革命派集团既有上下级关系，又在军火、

举动，惨无人理，甚于生番。炯明为自由而战，

地盘等方面存在利益冲突。而有着桂籍兼革命党

不能不救我邦人，知公理尚存，更不能不去此残

元老身份的马君武遂成了两方利益斗争的牺牲

贼。是用专电宣布中外，惟共鉴之。”

[6]487

此通告

品。1921 年马君武就任广西省长后，9－10 月在

亦刊于北京 《晨报》 1920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舆

南宁接见李宗仁，对其加以重用，任命其为玉林

论影响颇广。对报刊及记者的重要性认知已达专

专属警备司令，并就军火问题为李宗仁向陈炯明

业水准的陈炯明同日在上海 《民国日报》 刊发的

求情。马君武支持下的李军后成为革命派平定广

《畅宣民意布告》 称：“为布告事。照得求民隐所

西、挥师北伐的主力。但随着政局变迁，马君武

以达下情，广咨询所以邀民意，地方利病知之不

与新桂系也有分歧。1922 年 4 月 6 日，马君武率

详，即民生疾苦莫由洞悉，况堂廉高远，隔阂良

军拟暂迁广西省政府于梧州，但于贵县遭李宗仁

多，闻见既难得其真，是非即不易遽辩……本总

属下俞作柏等部持枪劫持，其夫人彭文蟾中弹身

司令瞻念民生，敬恭桑梓，此次率师返粤，原为

亡。马的书籍、文稿尽弃江中。马终认清军政利

扫荡凶残，与民更始，虽值军书旁午，诸务未

益集团冲突之险恶，遂通电辞职，并表示余生决

遑，然对于吾民切身之利害，岂忍恝然不顾，视

不从政。至此可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对新

作缓图。”

旧桂系的新陈代谢及其所涉地方实力派和广东客

[6]488

[6]487

由此可见陈炯明对报刊舆论与乡土

民意传布的深刻认识，为了论证“率师返粤”前
后的出师或回师的合法性，其自然而然地对桑梓
民意和报刊舆论进行了利用。

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可谓
后院起火。这涉及军阀间的勾心斗角及广东政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涉及地方利益、

的政治立场的选择。1920 年奉系直系联合对付安

全国视野等诸多问题，两者渐行渐远，分歧日益

福系支持下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次年，与苏俄有

明显，这在报刊舆论上已有传闻。如 1920 年 12

着密切关联的直系吴佩孚与有着日本背景的张作

月 15 日香港 《华字日报》 就曾刊有时政评论，

霖的矛盾渐趋激化。孙中山试图与直、奉、皖系

“[陈]批评北京政府云：彼欲统一广东，余亦甚欲

同时进行接触，意在合纵连横上有所作为。而陈

统一北京。又云：彼辈武夫，余何必疾视之，使

炯明则另有考虑。他私下联系吴佩孚、张作霖并

我在粤十年，国人将群而逐之矣。”此大体可见

试图从两者的矛盾中渔利，将矛头指向孙中山。

陈炯明的政治意图，他的主张首先是复兴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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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等复杂关系处理得并不好。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相当完备的军事情报

再谈及所谓北伐，进而统一中国。他对孙中山主

系统，很快对陈的行为了如指掌。孙遂在报刊上

张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诸多实业计划的宣传及其举

通过记者访谈等诸多形式对陈炯明进行不点名批

措颇有微词。他曾在报刊上批评孙中山说，
“先生

评与揭露。与此同时，孙氏开始着手清理陈炯明

志则大矣，惜其太多枝节也。”

对孙中山政治

的诸多行政兼职，其中包括下令伍廷芳取代陈炯

目标定位及其有关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

明为广东省长。1922 年 4 月中旬，孙中山与美国

国际关系的政治谋略，在固守一方乡土的陈炯明

《华盛顿邮报》 座谈，声明北伐意在推翻亲日之

看来，大都是不切实际的，至少是政治时机未到。

北京政权。4 月 28 日，《民国日报》 再登孙中山

[6]526

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
一定不服从，那么他将被消灭。没有任何和解可
谈。” [7]1444 此后，孙中山与陈炯明多有信使沟通，
但隔阂难去。后陈部重新控制广州，并制造市面
恐慌。孙中山遂决意回广州，以稳定民心。6 月
12 日，孙中山在广州市省财厅与报界公会及各通
讯社记者座谈，孙中山通过记者对陈炯明发出措
辞严厉的警告。6 月 13 日，孙中山北伐部队截获
陈炯明与吴佩孚等密谋南北夹击孙中山北伐之师
等诸多往来文件。而陈氏先下手为强。1922 年 6
月中旬，陈炯明叛变，16 日炮轰中山舰。中外报
刊对双方多次较量均有报道，以谴责陈炯明者居
多。但陈氏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21 日广
东省议会宣布孙中山下野及陈炯明为临时省长。
后海军部分军舰亦为陈炯明收买和策反。由于北
伐军回师不利，孙中山不得不于 8 月 9 日离开广
东，流亡上海。与此同时，陈炯明开始利用报
刊报复性地揭露孙中山前一年派朱中和赴德秘
密外交之事。孙中山本希望这一对德秘密外交
“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
可使知之也。” [7]1434-1435 7 月 24 日，法属安南河内
府刊行的法文报 《东京前途》 开始发布与秘密外
交有关之消息并云陈炯明政府有一批原始文件为
证。是年 9 月 22 日英人主持的 《香港电讯报》
（Hong Kong Telegraph） 发表孙中山有意联德的
诸多手谕等中文原件 [7]1432- 1433。面对这种舆论攻
势，孙氏颇被动。9 月 29 日，孙中山向西方报界
发表声明辩诬。孙中山承认与德俄密谈，但称：
“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 [7] 1510- 1511
10 月 24 日，孙 中 山 在 重 庆 《国 民 公 报》 自 辩
说：“若谓前指之信稿证明彼曾谋根据布尔什维
克理想缔中德俄同盟”，则“其诬诋之辞，亦属
无据，徒见其为宣传作用而已。”[7]1511 就陈、孙双
方政治舆论攻势而言，这一政治事件借助报刊加
以放大，进而演变成媒介事件。此对孙中山政治
声誉造成极大影响。

国民党与国家统一舆论下的报刊言路（ 1919-1925
）

关系：“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

力用在全国范围内筹划驱逐陈炯明之军事部署。
1923 年 2 月，陈炯明被逐，孙中山复往广州重建
大元帅府并任大元帅。纵观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纷 ·
争过程，可以看出其间不仅涉及枪杆子，也涉及
笔杆子。总体而言，就军政利益集团各种政治派
系的关系离合而言，报刊在政治利益纷争中多起
舆论先导的重要作用，此不可忽视。
这个时期，军阀与报刊的关系颇为微妙。即
便国民党党报 《民国日报》 也曾被军阀收买，管
际安谈到与 《民国日报》 发生关系的几个军阀
时，曾称：“ 《民国日报》 与军阀，照理该是水
火不容的。但在政局变幻之际，有几个军阀曾同
《民国日报》 发生过经济关系。”[8]61“最早的陕西
督军陈树藩，大约在 1920 年左右，通过于右任的
拉拢，按月由陈树藩拨给一些经费，数目不详，
为期也不清楚。陈树藩不是大军阀，陕西又是穷
省份，数目不会多，为期也不会很长的。” [8]61
“第二个发生经济关系的是张作霖，在孙、段、
张结成联合阵线的时候。当时叶楚伧以孙中山秘
书名义到沈阳活动，在彼处停留有一两个月时
间。张作霖答应拨给 《民国日报》 经费，据闻按
月 3 000 元。楚伧回沪以后，《民国日报》 特地出
过‘奉天’版。是按日出版还是定期，出过多少
次，内容如何？我当时已经离开报馆，全不知
道。恐怕当时在馆的人也未必说得清，因为大家
都是只听说而没有见过。” [8]61-62 西南地区的军人
与 《民国日报》 较为接近，但“发生过经济关系
的，据我所知，只有云南唐继尧一人，时期在中
山先生逝世以后，唐继尧还派一同乡沈某到 《民
国日报》 工作。” [8]62 管际安曾任 《民国日报》 总
编辑，所言当不会是空穴来风。由这些情况可以
看出，这个时期各派军政利益集团对舆论工具有
多么重视，报刊在政治利益争斗中的作用有多么
显著。由此亦可见此时的国民党在舆论工具利用
与控制方面的漏洞，其政治喉舌或被军阀收买或
侵蚀，所谓以党治军、以党治国难以真正实现。

三、南北对峙与孙中山北上的
舆论象征

陈炯明叛变虽有诸多迹象，但一旦付诸实
施，孙中山思想上还是极为震动，孙中山开始反
思自己的用人之道和倚靠所谓的客军、雇佣军等
诸多弊端。经过政治外交及舆论动员的诸多前奏
后，孙中山终东山再起。此期间孙中山大部分精

面对国内军阀势力纷争及党争，舆论精英多
有感慨。革命党的笔杆子戴季陶在政治舆论上加
紧了对北京当政者的指控。1919 年 10 月 12 日，
他在 《星期评论》（第十九号） 短评中刊发“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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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代表达林时，颇有深意地谈及自己与陈炯明的

王天根

之训令，削撤陈炯明兵权。孙中山在接见少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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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悲哀”，云：“徐世昌要人家停止国庆纪念、

还称：
“这个意思，我已是很和平了，怕还不中上

偏偏大家越是庆祝得高兴。徐世昌要人家祭孔，

海政客的意。”[11]440 可见胡适是以京派学者的口吻

祭关岳，偏偏大家不理睬。可怜他孤独的悲哀

在发言。自由主义者胡适 20 世纪 20 年代初也与苏

呵！”这无疑是斥责独夫民贼政治统治的正当

俄苏维埃政权思想多有交叉，一度与吴佩孚等亦

性。与此同时，戴季陶发了另一则“新闻界的好

有交集，而吴佩孚与陈炯明联合反对孙中山的时

现象” ，称：“前天各家报馆的国庆号，都极力

候，胡适恰恰以放言称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行为

扩充，极力求内容的丰富。虽不见得大家都好，

可谓“政治革命”。胡适的言论在报刊上刊发后，

但是家家都是尽了他的 Best。这是说明新闻界的

舆论界及政坛一片哗然，一度受到至交陈独秀的

竞争已经上了正路。也是八年来一椿可庆的

反驳。可见，当时报刊言路的复杂。背后关涉学

事。” 针对安福系支持下的段祺瑞代表北洋政府

术与政治。

[9]

的言禁，1919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评论》 第三十

其时军阀分分合合，或合纵或连横，多为打

号刊载玄庐的“去！去！！去！！怎样总去得了

击他人以利己。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军阀

他？”称：“自从五四、六五运动以后，全国担负

混战中抉择颇难，举步维艰，直至 1924 年冯玉

了多大的损失！只是在形式上去了曹、章、陆三

祥、段祺瑞等控制北京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

个小贼。”“我们为生存要讲公道互助；公道互助

北上及其细节，是年 11 月天津 《大公报》 有较详

的障碍，就是祸国殃民的武人官僚；我们要去障

细记载。《大公报》 首先报道孙中山之代表孙科

碍，所以要去掉他们。他们为生存要讲强权武

抵达天津及与诸多军阀代表接触之情况。11 月 5

力，强权武力的障碍，就是一般国民的知识，所

日天津 《大公报》“本埠重要消息”云：“孙科前

以他们对于学校要摧残，对于出版品要封禁，纵

晚 （三日晚） 电广州，促中山速来津。衔乃父之

横两线，碰到死十字上。不是你冲断了他，就是

命、使奉之孙科因局面急变而来津，访问段氏，

他冲断了你。福建的李厚基、湖南的张敬尧、安

受其款待。孙语往访之记者云：民国改造之根本

徽的倪嗣冲封禁报纸，解散公团就是明证，就是

意见，芝老、雨亭已完全一致，于细目虽有几许

他们打了先发制人的主意。”1920 年朱希祖在

相异之点，然大纲既经决定，细目之了解，当无

《新教育》 发表的 《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 也

何等困难，民党人员日内将北上” [12]320。芝老指

称：“现在的西南政府，甚么滇派桂派，北方政

段祺瑞，雨亭指张作霖。在 《大公报》 看来，此

府，甚么直系皖系，各派各系之中，又各有小部

次北京政变可谓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等三巨

分的分裂。这种不能团结一致不肯牺牲私利的民

头联盟推翻直系。11 月 15 日 《大公报》 就“孙

族，一遇外来压力，断没有不亡的。” 军阀割

中山北上问题”发表意见，称：“此次推翻直

据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整合，而军阀的实质与

系，虽张、冯两氏之功为最大，然不得不谓此次

害处正是在报刊言论的口诛笔伐中逐渐彰显于公

之成功，系三角同盟全部之胜利也。”[12]322 孙中山

众。

本人对北上并不抱太多期望，但对政治宣传颇在

[10]

面对南北政治的对峙及报刊言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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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孙中山离别广州之前曾在黄埔军校发表演

1921 年 8 月 18 日，舆论精英胡适在日记中称自己

讲，“吾之所以入京，因彼方同志，苦心孤诣，

提出了两个建议：“ （1） 要求南北两政府各举代

盼吾莅都，自不能不去看看。至多亦不外在京组

表的半数，会于上海，另公推一个主席。如必须

织 党 部 ， 做 些 宣 传 功 夫 而 已 。” [12]32311 月 21 日

奇数的代表团，则主席选出之后，公推一个代

《大公报》 就“孙中山北上与粤军反攻”发表时

表，由两政府共同委任他。（2） 或要求两政府各

评，称：“闻孙氏此行，带同汪精卫 （中文秘

派十人，会于上海，公推若干人为出席于太平洋

书）、陈友仁 （英文秘书） 及某德文秘书三人，

会议的代表。”

并有大帮印刷品准备沿途传布，盖孙党之苦心孤

[11]440

在胡适看来，南北会议的前提

是要承认中国有两个政府，
“这两个办法都承认中

诣，总欲乘此机会，在西北一带经营革命事业。

国有两个政府。其实两个政府是事实上不可讳

故提倡大家聚精会神，都把力量集中到京，以后

的，也不必讳的。外人不明真相，故有此纠纷，

革命党主义是否能普及全国，皆与孙氏此行是赖

生此波折。欲解此纠纷，没有别法，只有由我们

矣。”[12]326 《大公报》 所言大抵为事实。在孙中山

国民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现在有两个政府。
”胡适

北上途中，有专门的国民党讲演队专场宣传。

出发”为题对此连续报道：“中国国民党讲演队于

先生信中所称：“孙中山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

前日 （二号） 下午七时，在东马路宣讲所讲演，

台，《民国日报》 立刻关门 （或者以为与中山之 ·

曾于门前，张贴通告讲演时间，到厅听众，人数

死无关），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

约到三四百人。济济一堂大有人满为患。”

此

出不穷呢。”[13]23 事实确实如此。3 月 12 日孙中山

种有组织之演讲的内容无外是三民主义及其国民

病逝后不久，该报即因转载 《上海国民会议策进

革命之步骤，也包括孙中山对政治时局之主张，

会宣言》 而被北京警方查封，编辑邹明初也遭到

诸如反对帝国主义霸权 （包括“废除帝国主义者

抓捕，17 日该报停刊 [13]25。对于北京版 《民国日

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 等等。这些演讲及言

报》 关门，鲁迅称：“至于妨碍 《民国日报》，乃

论引发西方在华工部局之注意。是年 12 月 6 日

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

《大公报》 刊发“英工部局检查国民党部”之消

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

息，报道 5 日上午十点英工部局副局长带人搜查

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

国民党部传单印刷品之事，称这些宣传品中有

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

“打倒帝国主义”之大小旗帜等

[12]344

。为了在外交

[12]352

宣传中有所收获，孙中山北上途中在离开上海后

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
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13]26

特意途经日本进行政治宣传，由于接见记者及其

概而言之，面对军阀混战，作为政党喉舌的

讲演等过于操劳而发病。《大公报》 12 月 6 日刊

报刊，无论在学理方面还是操作方面均符合近代

发 《张园日记——中山抵津之第二日》，称：“其

军政利益集团在国家统一语境中经营舆论的运作

致病确实原因，乃在日本每日演说过多，每次多

规训。近代政党形式存在的军政利益集团往往有

至四五小时。每日演讲多至三次。”

即使生

两套规训在运作：其一，按政党党章等进行运

病，孙中山在天津时仍有诸多活动与宣传。与此

作；其二，在实际操作中面对以党治党、以党治

对应的是专门的讲演队进行呼应性的宣传。12 月

国等采取隐形规制运作。前者涉及学理，后者涉

7 日 《大公报》 刊发资讯 《国民党讲演队昨日又

及操作。作为政党喉舌的报刊一方面正面阐释政

出发》，云：“国民党讲演队，自本月一号起，每

党的党纲党章，另一方面为国家统一舆论中实际

日在各马路、南市、河北各讲演所讲演。”

而

的政治操作进行合法性、正当性论述。由此而

该队第五六两组讲演情形如下：
“东马路讲演者为

论，近代政论性报刊往往是军政利益集团的重要

李培良、翁康。北马路讲演者为冯绍异、周恩

政治工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寿。西马路讲演者为陈声久。讲演时，沿途散布

转向这一氛围中利益集团中各种力量，特别是政

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及对时局宣言。听者每处约

治、文化精英人物之间如何充分地、积极地在领

六百余人。讲毕鼓掌欢呼，声若响雷。”

由

袖与地方实力派的纵向关系中找到自己在这个利

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孙中山北上过程中对舆论动

益集团中的位置，同时运用同乡地缘、同僚利缘

员的重视和对报刊宣传的充分利用。

等诸多社会关系积极发挥自己舆论动员之专长，

[12]353

[12]354

[12]354-355

孙中山北上及其政治效应，国民党及其喉舌

促进本利益集团在社会利益攫取中占有更大舆论

也作了相应的舆论动员。1925 年 3 月 5 日，《民国

优势，应该是近代报刊研究的契入点。而南北军

日报》 北京版开始筹创。该报既是国民党的喉

阀政治中孙中山等领导下的政党报刊在近代政治

舌，也是孙中山病逝前其智囊人物发表意见的最

言路中的多重抉择，尤其值得关注。

国民党与国家统一舆论下的报刊言路（ 1919-1925
）

主要平台。但正如 1925 年 3 月 20 日许广平给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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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 Conductions under the KMT Governance and
Propaganda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1919-1925
WANG Tian-g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
Abstrac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close relationship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newspapers, journalists or literary elite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hat represent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 Faced with wars among warlords and the propaganda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variou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 actively and appropriately played their political roles and consolidated their positions by manipulating different newspapers and media in the tide of social changes. They
ga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groups to grab political capital. This paper
has examined the critique made by the KMT’s elites, such as Ma Junwu, for the Progressive Party leader Liang Qichao, the old grudges between the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KMT, the guidance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Guangzhou and the KMT’s choice of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s, the northsouth confrontation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Sun Yat-sen’s moving northward, whereupon further exploration is made regarding the roles of the media and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m in confronting
with the conflicts among warlords and the benefit division betwee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its
rivals.
Keywords: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the KMT; the Progressive Party; Sun Ya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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