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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个性与历史偶然
文\本刊特约撰稿

今年是“西安事变”
八十周年。作为本次事
件的主角，少帅张学良
的一生可谓多姿多彩、
不同凡响。尽管其在民
国的历史舞台上为时甚
短（满 打 满 算 也 就 15
年），但张学良愣是干出
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
事，如东北易帜、收回中
东路、中原大战挥师入
关，此后的“西安事变”
更是人所皆知。古人
云：
“ 偶然一曲亦千秋”，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戏
剧性和传奇性，而其政
治生涯也在“西安事变”
后戛然而止。

金满楼

张学良生于 1901 年，其父
张作霖当时尚为草莽英豪。此
后，张作霖所率团练被招安，张
本人也在清末升为奉天巡防营
前路统领。辛亥年后，张作霖更
是借机上位，其不但做上了第二
十七师中将师长，而且逐步将东
三省纳入麾下，成为名震一时的
“东北王”。
由于其父的显赫地位，张学
良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个性极
其张扬。据说，某次其父和他开
玩笑说：
“ 不喜欢你了！”他竟立
刻扑上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
把扯了下来。更有甚者，大帅府
设宴请客，张学良若发现席上没
有自己的座位，他便钻到桌子底
下，猛然用头一顶，席上狼藉遍
地，可想而知。
长大后的张学良更是胆大
敢为，无所顾忌，如其所述：
“我
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让我
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我
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
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
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
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
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
行，不顾一切。”

血溅老虎厅

张学良书法作品

作为家中长子，张学良从小
就受到张作霖的极大重视。在
其 16 岁时，张学良即投入营伍，
后又被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军
事。毕业后，张学良被任命为卫
队旅旅长，时年不过 20 岁。不
过，老帅的安排未必符合张学良
的志趣，如他自己说的：
“我本来
是不想当军人的。想要做一个
自由职业者，画画呀，当医生呀
什么的。随随便便，我要干什么
就干什么。……可是，老帅偏偏
让我冲锋陷阵。”
以张学良的本性，可能最适
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1927 年北
伐军挥师北上，兵败出关的张作
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设计
炸死，年仅 28 岁的张学良被推
上了东三省的权力顶峰。
当年底，张学良不顾日方的
百般威胁利诱而毅然宣布“东北
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统一，
中国政局为之一新。孰料，这一
新闻墨迹未干，张学良立刻又干
下件大事，令整个东北军政界为
之震惊。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
“杨、常”被杀事件。
1929 年 1 月 10 日，曾被张
作霖倚为左右手的东北总参议
杨宇霆及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
同来见张学良。在成立“东北铁
路督办公署”的问题上一番争执
后，张学良竟命卫士在老虎厅将
两人全部枪杀。
事后，奉系元老张作相也忍
不住质问说：这事做得是不是有
些过头？张学良听后奋拳击案

的铁路交通，同时要求中国驻苏
使节离开苏联。换言之，中苏外
交关系彻底断绝，并进而引发了
民国史上中苏之间的唯一一场
大战。
7 月下旬，苏军在边境绥芬
河一带向中方守军连连开枪挑
衅，并公然扣留了在黑龙江上行
驶的海城号、宜兴号两艘中国船
只。中方对此提出抗议后，斯大
林同样置若罔闻。当年 10 月，
中东路战争爆发。在苏军的打
击下，东北军以惨败而告终，中
东路也重新回到了苏联手中。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前左）和蒋介石（前右）。

回答：
“此事如果办的不对，当向
东三省父老请罪，但我自信没有
办错！”私下里，张学良还抱怨
说，不管他办什么事，杨宇霆都
不同意；杨宇霆决定要办的事，
不许他有二语，一定要照办。杨
宇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杀
杨宇霆，他这个司令没法干了。
杨、常被杀后，奉系内部反
应不一，张学良声称两人反对易
帜、意图谋反，但也有人认为张
学良是为了树立威信而冲动行
事，更有批评张学良这是在杀戮
元老，
自毁长城。
对于各方的反应，张学良也
曾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些后悔，
他曾感慨地对部下说，
“ 咱们可
是要好好干了。不然，太对不起
地下的杨、常二人了！”

收回中东路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北军元
气大伤。为了让奉系尽快走出
困境，新上位的张学良决定彻底
解决中东路问题，以树立自己的
威信。1929 年初，张学良派人
强行收回了中东路沿线电话权
和气象观测站，而苏方除提出补
偿要求外，并未做出激烈反应。
由此，张学良认为苏联态度软
弱，并不可怕。
关于此事，尚有一小插曲。
当时，负责办理对俄外交的哈尔
滨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向特区
行政长官张景惠报告，说从俄方
得到确切情报，苏联正发生大饥
荒，国内人心惶惶，国际上又被
欧美各国封锁孤立，如能趁机将
中东路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无力
反抗，欧美列强也会举双手赞
成。在张国忱等人的怂恿下，张

学良更是坚定了一举收回中东
路的决心。
当年 7 月 7 日，张学良专程
赶赴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后者向
张学良明确表态，东北方面应尽
快“收回中东路，以防苏俄赤化
东三省”。蒋还特别强调，不必
担心中苏开战，就算开战，中央
也会出手相助，届时出兵十万、
拨款数百万都不是问题。
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张学
良信心倍增，随即返回东北，准
备强行接收中东路。7 月 10 日，
张学良单方面宣布：由于苏方违
反《奉俄协定》中不得在中国宣
传“赤化”等项规定，中方将收回
中东铁路管理权。
当日，东北军开入中东铁路
沿线各地，军警人员四出接收沿
线各站并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
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苏方路局
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被强
令解散，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等
高级职员全部免职并逮捕两百
余人。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
件”，
由此正式爆发。
当年的张学良，年轻气盛，
他并不甘心日、苏在东北特权的
继续。在他看来，中国虽打不过
日本，却未必对付不了苏联，如
果把中东路收回并增强了自己
的力量，再转而对付日本，东北
的事情就好办得多。正如他后
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的，当时“很
想施展一下子”，
“想把东北的地
位提高，就必须打一仗，而且还
要打赢。”
可惜的是，张学良与蒋介石
都低估了斯大林在维护其本国
利益的决心与意志。其后，苏联
宣布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
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

1929 年 中 东 路 战 争 的 惨
败，让虎视眈眈的日本看出了东
北军的虚弱。而在 1930 年中原
大战爆发后，张学良命奉军入关
支持蒋介石。趁着关外空虚之
际，日本关东军随即发动“九·一
八事变”，
继而侵占全东北。
东三省的沦陷，不仅让东北
军的实力大为缩减，同时也令张
学良的声望跌入谷底。在之后数
年中，
东北军四处转战，
但对手并
非日军而是帮着蒋介石打内战。
由此，
包括张学良在内，
东北军内
部大都对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
先安内”
政策有着一肚子的怨气，
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震惊
中外的
“西安事变”
。
敢于扣押蒋介石，这也只有
张学良这种个性的人才能做得
出来。正如其所说：
“ 我从来不
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
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
我当做，我就做！……孔老夫子
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
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
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
虑’这个字眼。”
曾与张学良打过多次交道
的复兴社北平负责人刘健群在
回忆录中认为：
“张在关外，是处
处有权有势。论出主意，他父亲
张作霖八成是要听他的。也许
干脆是言听计从，十足照办。论
经济，他即是东北王。说啥有
啥。只有人求他，绝无他求人的
时候。自从来到关内，感觉处处
在受苦受罪。他不会觉得他自
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不深入和允
当。而只感觉到不能发挥高见，
只有听命受训的份儿。再加前
途茫茫的艰难，下级干部议论纷
纷 的 讽 刺 ，他 的 头 脑 ，不 能 冷
静。他心中的烦闷和苦愤已经
是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所 幸 的 是 ，在 各 方 的 协 调
下，
“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
决，蒋介石在宣布接受“停止内
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后获准离
开西安。而在蒋介石的专机即
将起飞前，本次事件的主角张学
良竟决定只身护送蒋介石返回
南京。这戏剧性的一幕，几乎让
所有人为之大跌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