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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外交中的尚争思想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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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外交除了屈膝求和、丧权辱国这一主场景之外，还存在一些坚持军事或外交斗
争并收回相关权益的案例，即尚争外交。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主流是尚和、中庸，尚争外交风格主
要是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尚争精神并不必然能
保证外交的胜利，其成功取决于国际环境与形势、敌我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效力等要件。据此对
晚清外交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理解晚清外交的复杂性，拓宽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视
野，也有利于为当前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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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晚清一直被认为是一段

同为湖南人的左宗棠，力主塞防海防并重，以老

不堪回首的时期。学界的主流观点多认为，这一

迈之躯率军收复新疆，其尚争之气，与当时力主

时期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面临战争或谈判失败、割

和议的外交重臣李鸿章形成鲜明对照。尤其须指

地赔款的屈辱史，进而对晚清外交持否定或消极

出的是，这种尚争精神与当时在殿堂中高谈阔论

态度。[1](P.52) 这种判断在整体上是准确的，但也很

的清议派不同。在对外关系中，清议派具有“强

容易使人们忽略晚清外交中还曾经存在另一种风

烈主战的倾向”，常以爱国者的姿态出现，但由于

格 ：尚争。当时有一部分活跃在外交实践第一线

不了解国际形势，其政策高调但不免迂腐，甚至

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强调通过坚持军事或外交

荒诞。[3](P.69-73) 而曾国藩等外交人物身兼重任，手

斗争维护国家权益，并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握重权，其尚争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而且取得

以曾国藩为例，研究者多注意到他外交思想中有

了一定的成功，在一片阴霭的晚清外交画面上抹

讲究诚信、和睦的一面，但其外交哲学思想的头

上了几丝亮色。

一个字就是“争”。[2](P.6-7) 他的儿子曾纪泽更是因

对于这些亮色，史书当然不能避而不载，但

为在与沙俄的伊犁交涉中“虎口夺食”而名垂青

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尚少有人将其上升为一种

史，成为晚清“弱国无外交”中的一个异数。而

系统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主张进行研究。虽然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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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域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曾纪泽伊犁谈判等方

无也”
，[8](P.125) 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维护国家利益

面的研究不胜枚举，[4](P.84-88) 但研究视角多从个人

的斗争当中。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问题上，他坚决

外交风格入手，对这些人物的整体外交特征及其

反对“停兵节饷、自撤藩篱”的主张，主张“此时

思想渊源则少有概括。另外，在既往的认识中，

若不力争，将来伊于胡底？”[9](P.166) 最后通过军事

中国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和”文化，尚和甚

手段收复了新疆。曾纪泽作为外交家而非军事家，

至被有的学者当做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并与以

其逆势尚争的精神十分突出，更是难得。在伊犁

[5](P.98-109)

相应地，

交涉中，他否定了先前崇厚签订的不利条约，
“障

中国外交文化也被认为是尚和型的，以和为贵、

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10](P.170)

协和万邦等成为概括中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常用词

在后来的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中，时任驻法公使的

汇。但从这些外交人物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在这

曾纪泽也是一争到底，与主和的李鸿章针锋相对，

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却存在着一种与传统中

甚至被人当成是主战派的代表。

尚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相对照。

国外交截然不同的类型 ：尚争外交。因此，如果

但必须指出的是，尚争外交绝非仅仅一味蛮

能够超越个体研究，在尚争外交的视角下梳理这

力争取。本文之所以认为它有值得研究的必要，

些人物的外交实践及其共同思想渊源，将有可能

在于这种外交在提倡敢于斗争的内核的基础之

为中国外交思想增加新的内涵，成为中国外交思

上，考虑到了诸多复杂的因素，并通过各方面的

想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

主张形成了系列的思想与实践主张。而其中最值
得详述的是如下两点 ：

一 什么是“尚争”外交？

（一）对国家利益的区分是尚争的前提
这 些 外 交 人物 的 尚 争 思想 并 非无 视国 家实

如果仔细梳理晚清一些主要外交人物的文献

力，一概都要去争取。在他们看来，尚争不是无

及其实践，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其背后的尚争特征。

谓之争，而是有条件的，重则争，轻则让。其所

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重者，民生也 ；所轻者，虚仪也。其特点是坚持

总督等要职，开洋务运动之先声，曾负责解决当

国家的核心利益，特别是民生与领土问题，在其

时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并培养、提携了晚清外

他方面则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曾国藩多次强调民

交重臣李鸿章，对当时中国外交影响甚巨。关于

生的重要性。“古人云 ：苟无民，何有国？不可不

尚争，曾国藩曾这样说过 ：
“鄙意办理洋务，小事

以全力争之，自当始终坚持不允。”[11](P.6462) 他甚至

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

赞成为民生而不惜一战 ：
“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

[6](P.196)

186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条

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理。……中国之王大臣为

约又相继到了规定的修约之期，当清廷在修约问

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

题上问计于各方督抚时，曾国藩再次主张据理力

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刀兵，并非争虚仪而开

争，特别是对于国计民生问题绝不能让步，美国

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

人霍齐亚 · 巴卢 ·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所

无所惧，后无可悔也。”[11](P.5786) 他所谓的“虚仪”，

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甚至说他的“奏章

是当时守旧大臣坚持的传统外交制度礼仪，即视

全文弥漫着抵抗和战争的精神”
。[7](P.220) 左宗棠的

西方为夷狄，来华必遵朝贡之礼，向中国皇帝行

好争也是出了名的，既体现在个人生活层面，如

磕头之仪，甚至拒绝西方国家派使驻京，亦不愿

曾因好争导致与许多同僚关系紧张，也体现在对

遣使出洋。对这些虚仪，像曾国藩这样主张尚争

外思想方面，如他一方面力推洋务运动，主张“泰

的政治家们显然不愿过多计较。

争。”

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

这就使得尚争外交家们与那些坚守传统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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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与不顾现实的清议派（两者常常合一）区分开

来，不主张外商进入不合情理，但在当时中国生

来。当时中外交涉常有现在看来十分荒谬的局面，

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却是保护人民生产

中方所重者竟然不是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利益，而

与生活水平的可以理解之举，属于曾国藩、左宗

是那些一定要争个尊卑高下的礼节虚仪。第二次鸦

棠等人极为看重的民生利益。曾纪泽的思想有所

片战争中国战败，咸丰帝对于通商、赔款等事项全

不同，但在有所争有所不争的思想上体现得更为

部承认，但最后坚持的竟然是英法“公使进京不得

清晰。在伊犁交涉中，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详细

[12](P.62)

战

分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列出不同的处理办法。

争期间他逃到热河，为了避免外国使节请觐但又

他认为，争议主要有三个方面：
分界、通商、偿款，

不行磕头之礼，战争结束后也不肯回京。众臣多

其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
，分界最为重要，因为

次奏请，他却这样批道 ：
“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

一旦定下来就是“长守不渝”之事，而通商可“随

带眷属，一切跪拜礼节要按中国制度”。

[13](P.2584)

直到病逝热

时修改”
。他因此主张，
“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

河，咸丰帝再也没有回到北京。为了虚仪，可谓

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

是死扛到底。与对虚仪的重视相比，当时清廷却

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
”[10](P.27-28)

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

对重要的国家利益——领土几无概念。第二次鸦

（二）力与理 ：尚争外交的基本手段

片战争期间，咸丰帝同意与俄签订大大有损于中

要理解尚争外交，还必须理解湖湘外交人物

国的《中俄瑷珲条约》，对于其中的通商各条，尚

用于尚争的手段，即力与理。这里所谓的力，指

有所争取，而对于所割让的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领

的是武力或强力、经济实力等物质方面的力量，

土，却很轻易地表示“借与该夷居住”。

[13](P.2503)

一

而理，则是指道理、公理，在当时多具体体现为

些学者也对此评论说，咸丰帝“似乎对英法等扩

国际公法以及中外之间签订的条约。尚争外交不

大通商要求怀有极大的恐惧心，而对俄国的领土

同于单纯强调武力的强硬外交，而是在当时的特

[14](P.134)

要求则觉心平气和，几无受害之感。”

定环境下，对力与理两种手段予以同等重视。尚

如果深究当时的中外交涉，就会发现晚清特

争外交的实践者们并不排斥采取武力手段，如左

别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国家利益是这样排序的 ：

宗棠之力主收复新疆、曾纪泽在中法战争中主张

要求磕头、拒绝遣使等所谓天朝体制第一，不允

乘胜扩大战果，都体现了他们对强硬手段的看重。

洋人来华传教居住第二，赔款第三，通商第四，

而且，他们往往是把武力手段与外交手段结合起

而领土最次。可见，清廷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不

来使用的，如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在中法战争

仅十分模糊，而且轻重倒置。对此，曾国藩等人

爆发前的交涉中曾分析道 ：
“若我备预周详，隐然

试图极力纠正。在《天津条约》的修约讨论中，

示以不可犯之势，则法人语气虽硬，而侵伐之役

不但曾国藩屡提民生，左宗棠也强调，在贩盐、

仍当缩手。若实事未经布置，但与外部公使往复

挖盐、铜线、铁路等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能

争辩，在我虽据理辩胜，仍恐无济于事。”[15](P.230)

答应列强提出的要求，但主张在以下两件事上妥

这种既重视武力又充分意识到其限度的认识，体

协 ：一是可以同意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时不再行

现了某种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

三拜九叩之礼，二是主张在向外国派出使节方面

但他们又有现实主义者所不具备的一个重要

“窃思彼以见其国
做出让步。[2](P.72-73) 左宗棠提出 ：

特征，即强调循理，也就是强调在对外斗争中应

君之礼入觐，所争者中外钧敌不甘以属国自居，

该依理而行，重视国际公法与条约的作用。用当

”对于内地设行栈、
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

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术语概括，这当属于自由制度

驶轮船、贩盐等项，“当以商情民情，断难允从，

主义的范畴。近代中国派出的首任驻外公使郭嵩

[8](P.147-148)

官司不能禁制，阻之。”

94

以现在的眼光看

焘提出 ：
“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

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则别无可

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

曾纪泽也曾这样总结自

循理而败，亦不致有悔”。[16](P.855) 可惜意见未被采

己办理外交交涉的经验 ：
“愚以为办洋务并非别有

纳。结果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比《天

奥窍，遇事仍宜以吾华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

津条约》更不利的《北京条约》。第三，在当时列

折不回，不可为威力所拙，理有不足，则见机退让，

强对中国索求未已的情况下，把已签订的条约作

恃，尤恃以理折之。”

[16](P.4)

[10](P.195)

这里的所谓循理，

为挡箭牌，事实上也是一种回绝列强额外要求的

除了讲究事件的是非曲直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

手段。第四，在循理外交者看来，守约并非意味

是遵守并倚重国际法与条约。曾国藩曾主张，
“条

着默认不平等条约的永久化，而是寻求适时修改

不自恃上国而欺陵远人。
”

[11](P.5792)

左

甚至废除它。曾纪泽与友人讨论修约之事，
主张“通

宗棠也提出，“条约即定，自无逾越之理”。[2](P.5792)

商章程，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以求两益，并

这种循理外交，与现实主义强调的“循力”外交，

“改约之事，
非一定不易者。”[17](P.886) 他甚至设想 ：

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循礼”外交，都形成了

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

一个鲜明的对照。

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

约之内毫不与争，条约之外毫不相让”
。

但让当代中国人较难明白的是，在一个中国

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

被横加不平等条约的时代，这些外交人物为什么

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17](P.981-982) 不管后世如

会视守约为“理”呢？笔者以为，不外乎以下几

何评价这些手段，这种以力、理并重的尚争手法，

点原因 ：第一，当时欧洲各国间保持了较长时期

反映出晚清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曾有一部分人在

的和平状态，导致一些中国人产生了错觉，以为

向新的方向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外交风格。

这是国际公法的功劳，以为公理可以在国际博弈
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纪泽就曾这样写道 ：
“余言西

二“尚争”外交的湖湘文化背景

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
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盖国之大小强

对于上述人物外交思想与实践中体现出来的

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

尚争风格，在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难找到

六合长安，干戈可戢。吾亚细亚洲诸国，大小相介，

根源的，因为如前所述，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

强弱相错，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

一种和文化，尚争作为一种中国外交的异类风格，

立，则强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陵人

其根源只能从其他因素中去找。笔者注意到，上

也。”[10](P.365) 在当时一些国际争端中，有大国接受

述这些外交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均出身于湖

小国裁决的案例，亦使一些中国的士大夫受到鼓

南。除了如前所述的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

舞，甚至在对外交涉争端中萌生了“请他国从中

郭嵩焘外，还有和他们同样活跃在政治、外交前

[10](P.172)

的想法。第二，漠视条约曾在实

线的陶澍、曾国荃、彭玉麟以及魏源、王之春这

践中引发严重的后果。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样的外交思想家或外交史家。尤其是兼具外交实

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随着 1858 年《天津条约》

践者与思想者的曾国藩等人，既留下了大量的相

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本已告一段落，

关著述，又有丰富的外交实践加以补充，从而使

可是咸丰帝及一些大臣措置失当，决定在换约时

尚争成为一种较系统的外交思想与主张。

评断事理”

废约，并将巴夏礼等 39 名英法谈判代表扣押，且

那么，湖湘文化是否对这种尚争风格的养成

杀害其中的 21 名。当时郭嵩焘正在主张废约的僧

有影响呢？笔者认为，两者间确实存在重大的联

格林沁幕府中，“上说帖一十七次以谏之，陈古今

系。尚争，如果放在普通生活中，实际上就是争强

御敌之策，明其控御之宜。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

好胜，任气敢斗，这是湖南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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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也是湖湘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质。对这一性格

会文化氛围。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特质与崇尚中

与文化特质，有关湖湘文化的各类文献均有记载。

庸的中国主体传统文化截然不同。它昌盛于传统

如清道光时的《永州府志》第五卷这样评论当地民

中国文化走向衰落的晚清之际，大概也不是历史

风 ：俗刚武而好竞 ；民国时的《醴陵县志》第四

的偶然，可能也与这种内在冲突有关。而正是这

卷则说 ：颇尚气、轻生、喜斗、好讼。[18](P.32) 当代

种文化上的兴衰相继，使得晚清中国在走向全面

学者林增平也指出 ：
“湖南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

衰落的同时尚有一丝鲜活的文化气息。

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
[19](P.12)

如要全面地理解湖湘文化中的尚争精神，还

这种“好

得把它与湖南人的另外一个性格特征联系起来，

胜尚气”、“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民气在直到今

即倔强。湖湘文化中的争不只是一时的意气之争，

天的湖南民风中仍普遍可见。试举湖南当地报纸

而是认定了的事情便不放弃，争得执拗，争得持

《潇湘晨报》的两则报道为例。一例是电动车与

久，是一种坚忍之争。曾国藩曾在给其弟的家书

公交车争道，相互发生口角，后被乘客劝阻。后

中强调 ：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

公交车司机试图将电动车逼到一边，猛打方向盘

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

并加速，不料撞上路边护栏，导致乘客受伤。怄

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

了一肚子气的公交车司机顾不上乘客，提着一根

出。”[11](P.934) 倔强二字，决定了湖湘文化特征中的

铁棍就去找电动车主算帐。另一例发生在公交车

不惧逆境、不屈不挠的性格特质，将“好汉打脱

站，一乘客因未赶上车，一气之下朝已经启动的

牙和血吞”作为“处逆境者之良法”。[11](P.1317) 其执

公交车就是一脚。司机看见，把车停好，下来将

拗程度，甚至有时候到了认死理的地步，俗语称

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

[20]

该乘客一顿暴打。

笔者作为湖南人，类似例子

之为“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湖南

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耳闻。湖南人的好争尚斗之

话中所说的“犟”、“霸蛮”，就是对这一性格特质

风，由此可见一斑。

的概括。显而易见，这一性格的优缺点都是非常

这种民风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消极面，容易

明显的。其长处在于，以倔强为基础的尚争精神

造成一些无谓的纷争。但如果投射到人生态度与

更容易使得湖南人在危机时代脱颖而出，晚清湖

国家大事上，则也有其积极面。一是积极进取，

南人才之盛的原因盖在于此。但不足之处则是，

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如曾国藩所强调的那样，

其执拗如果用于错误的方面，则可能导致个人的

[21](P.370)

二是不畏强

悲剧与国家的灾难。所幸的是，在晚清时代，湖

权，不怕枪打出头鸟，常为一些人所不能为的事

湘人物多以理学思想自持，以个人修养为本，强

情。晚年曾国藩曾经回忆他早年在北京任职的时

调去私欲而为公利，重坚忍而少意气，从而在一

候，“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

定程度上剔除了湖湘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曾国藩

“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11](P.837)

左宗棠曾这样评价自己：

就主张，
“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11](P.11137)

“性刚才拙，与世多忤”；时人也评价左宗棠说：
“该

他强调“强字原是美德”，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

员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

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

立不畏强御之意。”

[11](P.56-68)

为

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

争而争的使气性格的形成，离不开湖南独特的历

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11](P.1010) 正是

史与地理环境。湖南境内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处，

这种理学思想与湖南本土尚争精神的结合，使得

历史上曾多次移民，不同群体、村落之间械斗频

湖湘文化在晚清之际达到一个空前的高潮，在外

生。加上湖南地处山区，气候湿热，环境艰苦，

交思想方面亦形成以尚争为核心的系统主张。

面折人才，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

非得不断奋斗才能生存，更易养成任气尚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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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说明，先秦以后在各地继续和充分

发展的地域文化也有可能成为我国外交思想传统

段，而这两种手段的施展，又离不开当时特定的

的重要来源。在以前的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中，

国际环境与形势。因此，尚争外交的成功最终离

在时间上多侧重于先秦时期，在地域上则集中于

不开如下三个要件 ：

[22](P.115-144)

这些当然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其一，国际环境与形势。作为前提与条件，

的主体，但绝非全部。中国传统文化本来也是由

特定的时空下的国际环境与形势决定了湖湘人物

不同的地域文化共同作用而发展起来的。地域文

外交所能施展的空间，特别是决定了其尚争主张

化是按地域区分的中国文化的若干分支，地域性

所能施及的范围及程度。

中原文化。

是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特点，是中国文化
[23](P.18)

其二，自身的实力状况，特别是与主要对手

一般来说，在中华文

的实力对比状况。在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晚

化的这一共性之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往往在政治、

清时期，实力政治是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湖湘

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生活习俗上具有不同的

外交人物虽一意主争，但其争的程度与效果不能

特征，甚至最终在这些特性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

不受到相关实力状况的限制。

丰富多彩的重要表现。

思想与文化体系。当然，由于外交的独特性，并

其三，国际法及其相关规范的效力。既然湘

不是每一种地域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外交思想。

籍外交人物视“循理”为尚争之重要手段，此理

只有当某种地域文化与外交实践产生了比较密集

是否存在及有效也就成了制约尚争外交效果的重

而且系统的交汇时，前者的思想潜质才有可能在

要条件。应特别指出的是，晚清时代国际公法虽

后者中间发酵、生长并系统化，从而产生自己的

然有一定作用，但国际政治仍然是强权政治 ；特

外交思想与主张。许多地域文化，由于地域、时

别是多数西方列强并不想把国际公法运用到在他

代等各方面的原因，与外交实践缺乏长期而持续

们看来是“野蛮国家”的中国身上，反而利用当

的交集，故很难产生系统的外交思想与文化。但

时中国对国际公法的无知大获其利，如协定关税

晚清的湖湘文化似乎是个例外，因为湘军在镇压

权、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权益就是这样取得的。

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起，一大批湘籍名臣走上了政

总体上当时国际法作用不大，只是在一些具体问

治和外交舞台。所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

题或具体情况上的表现可能会有差异。

曾纪泽等人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在外交上的突

尽管上面列出了三个要件，但没有一个公式

出表现不是偶然的，正是当时的风云际会使得湖

可以精确衡量这些要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

湘文化中的尚争特征在外交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

相互关系影响下的外交效果。我们能够推定的是，

用，从另一种特殊的角度丰富了中国传统外交思

某种特定的条件会倾向于造成特定的结果。在表

想与实践。

1 中，这体现为同一层次的条件与结果之间存在
基本的对应关系（即处于同一色条带）。比如说，

三 尚争外交的效用

如果三个要件均在 P3 色条带，那么应得的结果是
R3。如果两个要件在 P4，一个要件在 P5，那么

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外交思想，尚争主张在

结果应该在 R4 到 R5 之间。实际结果在应得结果

实践中到底应用得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

范围之内的偏移，还可以表明尚争外交精神的强

题。一种外交思想的价值，除了其自身在历史与

弱 ：既有有利要件也有不利要件而结果倾向于有

学理上的特性外，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其实际效

利者，我们可以推断具体主事者的尚争精神较强 ；

用。特别是如果要为今天的外交提供经验教训的

而同样情况结果却倾向于不利者，可以推断为尚

话，这种实际效用分析就显得特别重要。

争精神较弱。

如前所述，尚争外交以实力与循理为两大手

尚争精神之所以也有强弱之分，是因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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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估尚争外交的要件及可能结果

可能性

国际环境与形势

实力对比

规范效力

结果

P1

很不利

很不利

根本无效

R1完全失败

P2

不利

不利

无效

R2失败

P3

一般

一般

一般

R3一般

P4

有利

有利

有效

R4成功

P5

很有利

很有利

很有效

R5很成功

（注：P=possibility；R=result，下同。）

人物即使同具湖湘文化背景，但由于个性差异、

为尚争外交的案例，但笔者认为，曾国藩在此案

认识等原因，其尚争的程度与表现很可能也是不

中并非没有尽力相争，如法方要求“杀官抵命”时，

相同的。最尚争者，当推左宗棠与曾纪泽，前者

另一负责官员崇厚“犹力主府县议抵，并盛言洋

充满了军事家的胆识与谋略，而后者则洋溢着外

人兵强炮利，不许即将发难”，曾国藩则应曰 ：
“彼

交家的斗争智慧。相对而言，曾国藩在争的同时

以我为无备而畏死乎？吾已密调队伍若干，粮饷

[6](P.937)

也看重“理”与“忍”，强调“耐劳忍气”、

若干，……有渠等共匡帝室，何死之足畏？”[25](P.322)

循理外交 ；而郭嵩焘则更看重“势”，更多地注意

可以说，他对这一要求是予以坚决抵制的，甚至

到中国自身的弱点，因此，面对阿古柏入侵新疆

不惧为此开战。其尚争外交之所以失败，离不开

并立政权，郭嵩焘甚至和李鸿章一样，曾有放弃

下面几方面的原因。

[24](P.163)

在中法战争前夕，郭嵩焘再次

第一，在国际环境方面，当时中外虽没有交

赞同李鸿章的意见，不主张战争解决。这种差异，

战，但曾国藩面临的是列强共同谋华的严峻形势。

势必也要反映在他们的不同外交实践中。

正如他所分析的，“泰西各国内虽猜贰，基于中国

新疆之议。

则又狼狈相依，万无解散之法。”[6](P.7262) 有人认为，

四 案例分析

当时普法战争爆发，曾国藩未能利用这一情势，
是一失着。实际上，当时尽管有普法战争爆发，

尚争外交不乏成功的案例，如左宗棠收复新

西方列强仍“通过美国政府的调停”，“商定了在

疆、曾纪泽伊犁谈判，也有失败的实践，如曾国藩

中国海上的敌对国家的武力必须合作，以便保护

的天津教案外交。下面各选取一个成功和失败的案

一切外人的利益。”[7](P.269)

例，以说明上述三要件对尚争外交效果的影响。

曾国藩清醒地了解到这一形势并分析道 ：
“法

（一）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

布（即普鲁士——本文作者注）构兵，法国为布

天津教案发生于 1870 年，因传闻法国教堂迷

人所围，几致破灭，而布使在京，仍与法使联络

拐幼童，愤怒的民众捣毁各国教堂及领事馆，打

一气，坚持津案，仍不肯稍有异议。”[6](P.7335) 可见，

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官员 20 人。教案发生后，

在当时西方各国联合谋华的情况下，纵使有普法

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 7 国驻

战争，中国也不过“轻轻解此灾厄”[6](P.1379) 而已，

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犯事

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当时国际环境与形势对中国

民众，并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示

是不利的。

威。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派到天津处理此案，

第二，从实力对比情况来看，中国处于劣势。

最后采取的是以妥协结案的方针，判处民众死刑

曾国藩对军队情况的分析是 ：
“中国兵力此时不能

20 人，徒刑 25 人，向法、俄等国支付赔偿费和抚

与彼族争锋，绿营规制隳颓已极，惟淮勇器械较

恤银 50 余万两。这种结果似乎很难将天津教案归

精，然与穷年累月以战伐为事者尚难方驾。”[6](P.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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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抵是实情。通过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清王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

朝形成了独立于八旗军和绿营的勇营军事力量，

1865 年，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应新疆喀什噶

如湘军、淮军等。但无论从装备和训练上看，这

尔反清者的要求，带兵进占，自立为汗，中国面临

些军队镇压内乱或许有余，对付西方强敌则嫌不

国土被侵略、被分裂的严峻危机。对此，朝廷意见

足，实力对比属于“不利”范畴。

出现分裂，左宗棠极力驳斥实质上主张放弃新疆的

第三，规范效力。如前所述，国际法作用总

海防论，认为，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
；

体上并不大，更何况这次事件涉及当时重要的大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

国法国。如以国际法反制小国尚可，但要制约大

进尺。
”他主张 ：
“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

国则在事实上行不通。正如当时的法国评论家在

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8](P.278-285) 最

分析天津教案时所言 ：
“强权即公理那个悲痛的格

后，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清廷支持。1875 年，他

言，必须严厉地在中国予以实施 ；不然的话，我

率湘军出关，最终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7](P.390)

另外，从具

为中国争得一大块战略要地。对左宗棠的尚争精

体情况来看，事情源起固然有法国领事的挑衅，

神应该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其取得成功

但中国民众基于愤怒杀死普通教士、平民，亦违

背后的一系列情况。

们只好无条件的投降而撤走。”

反国际交往常理。特别是曾国藩审理后查明，“挖
[6](P.7273)

第一，国际环境与形势。当时支持阿古柏政

“民但凭谣言煽变，

权者，主要是沙俄和英国。而在新疆问题上，一

是洋人之理较直”。[6](P.7195) 可以说，从理的角度看，

直在中亚相互争夺的俄国与英国存在严重分歧，

中国当时是没有优势的，规范效力不但靠不上，

英国并不愿意看到沙俄占据新疆。因此，在收复

反而对中国构成了压力。因此，对中国而言，规

新疆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并非“各国合作谋我”的

范效力可以认定为“根本无效”，甚至还有负效力。

态势，而是存在一定的外交腾挪空间。事实上，

因此，从三要件衡量（参见表 2），尚争外交

就连沙俄对阿古柏的支持也有限，除了外交上的

在天津教案上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情况使然，与其

运作外，俄军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没有采取

本人的努力程度无关。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言，
“纵

军事动作。至于英国，它曾试图通过调解来挽救

眼剖心之事，殊无确据”，

[6](P.7202)

事实上，

阿古柏政权的命运，但遭到左宗棠的坚决反对而

由于曾国藩拒绝了法方杀官抵命的要求，在规范

作罢。[12](P.149) 这样的国际形势，虽不能说有利，但

效力“根本无效”这一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避免了

亦不能说不利，应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一般”。

令要挟百端，止有曲求和好一法”
。

完全失败的局面，可以说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尚

第二，实力对比。中国当时建立了名为勇营

争精神。如按另一当事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

的新式军队，应对西方强国或许有不足，但在应

主张，其结果只能是“完全失败”，谈不上有什么

对阿古柏侵略势力面前仍有相当战斗力。阿古柏

尚争精神。

政权军队多为乌合之众，虽有洋枪洋炮，但“不
表2

天津教案时的要件分析

可能性

国际环境与形势

实力对比

规范效力

实际结果

P1

很不利

很不利

根本无效

R1完全失败

P2

不利

不利

无效

R2失败

P3

一般

一般

一般

R3一般

P4

有利

有利

有效

R4成功

P5

很有利

很有利

很有效

R5很成功

尚争精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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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官军之精利”，且不善使用，所以有研究者言 ：

得成功（R4）
，的确体现了较强的尚争精神。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
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故。”[26](P.273-275) 另外，必须一

五 结论

提的是，当时收复新疆已成为清廷最高决策，至
关重要的后勤供应受到全国特别是东南富裕省份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晚清外交并不是单色调

的大力支持。据统计，“在从 1875 年到新疆战役

的，即使在当时那种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中国外

基本上大功告成的 1877 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

交也曾取得某种成功，其中以湖湘文化为思想背

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平均每年收

景的尚争外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从晚清

到八百九十万两。”

[26](P.272)

这种雄厚的财力支持为

打败阿古柏军队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外交中析出尚争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有利于破除
我们对于晚清外交的简单化认识，了解其复杂与

第三，规范效力。平定叛乱、收复领土与主

丰富的一面。当然，晚清尚争外交的成功经验与

权当时已被承认为国际规范，加上阿古柏政权并

失败教训也告诉我们，不论个人的外交思想、主

未为列强普遍承认，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为实属

张、风格如何，如果他要取得成功，一系列的相

正当，国际社会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当时欧洲

关要件是必不可少的，如对国际环境与形势的准

列强无意于根据国际规范善待中国，但当它们没

确理解，对当时所能利用的各种外交手段（特别

有与中国发生直接或大面积的利益冲突时，也便

是物质力量和对规范力量的把握）等。脱离了这

没有强烈的意志去破坏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应用。

些要件去谈尚争外交，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唯意志

所以，收复新疆时的相关国际规范的效力应在“有

论。最后还要强调研究尚争外交的当代意义。当

效”范畴内。

前中国的外交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与一些国家存

在实际结果上，我们只能说“成功”而不能

在各种各样的利益斗争。作为正在发展中的大国，

说“很成功”
，因为左宗棠当时并未收复俄罗斯趁

中国一方面要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坚持与相关

乱占据的伊犁，而留待后来的外交解决。但根据上

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利

述三要件的分析框架（参见表 3）
，左宗棠能够在

用各种力量，维护好自己的权益。从这一实际需

当时情况下取得成功，仍然是值得赞扬的。如按海

要出发，认真研究和借鉴尚争外交的经验教训，

防论者李鸿章的主张，当时新疆问题就很可能搁置

对于推进当前中国的外交斗争、更好地维护中国

下去，甚至最终被分离出去。左宗棠能够在两个有

的国家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P4）要件、一个一般（P3）要件的情况下取
表3 收复新疆时的要件分析
可能性

国际环境与形势

实力对比

规范效力

实际结果

P1

很不利

很不利

根本无效

R1完全失败

P2

不利

不利

无效

R2失败

P3

一般

一般

一般

R3一般

P4

有利

有利

有效

R4成功

P5

很有利

很有利

很有效

R5很成功

说明：本案例中的具体情况以相应色条颜色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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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争精神

强

念演变史论 [M]. 上海：
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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