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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的翁同龠禾
历史的误会，表现在翁同
身上，并不亚于慈禧太后。 慈禧
被误判为守旧派，翁同 则被误

文 / 羽戈

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

此前我们曾说过，向光绪大

“上颇诘问时势所宜先， 并以变
法为急。 恭邸默然。 臣颇有敷对，

力推荐康有为的乃是张荫桓，而
非翁同 。 与此相应，翁同 与

被罢黜最

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

重要的解释。 首先，罢黜翁同
的不是慈禧，而是光绪，张荫桓

这是关于翁同

弊 ”——
—殊 不 知 “空 疏 迂 谬 之
弊”，正由“圣贤义理之学”所酿

谓从内政根本起。 诸臣亦默然

光绪的矛盾之爆发，恰与二人对

属于帝党， 犯不着为慈禧遮掩，

成——
—这 一“中 体 西 用 ”， 导 致

也。 ”——
—前后两番“
默然”，足见
朝堂的守旧氛围，翁同 能够觉
悟、转向，已经大不容易。

康有为的态度相关。 请看翁同
日记：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

当然此事必须经慈禧同意，所以
其运作逻辑应是： 光绪大义灭
亲，慈禧推波助澜——
—她早已不

光绪锐意进取的变法精神大打
折扣，不由得他不生气，此刻他
眼中的掣肘者， 则成了这位翁

与光绪皇帝的矛盾，最终导致他
丢官弃职的康有为。 这之间的种

需要注意，翁同 所主张的
变法，不同于康有为所宣扬的变

再写一份递进。 臣对：与康不往

待见翁同

师傅。

来。 上问：何也？ 对以此人居心叵

提倡变法， 依然难脱守旧本色，

连自己的老师都要罢免，对

种纠葛，则使历史呈现了扑朔迷

法，其政见大抵可划入“中体西
用”一派，甚至只知坚守“中体”，

测，曰：前此何以不说？ 对：臣近
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光绪二

戊戌年初，对于如何接待德国亨
利亲王， 光绪的态度相当开明，

朝中的守旧派而言，无疑是一记
严重警告。 自此光绪的变法之路

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

对于“西用”则不甚了了。 当时

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可是他提出的各种与国际接轨

一意急进，再无阻碍。 如张元济

极聪慧），于初六日病卒，三日病
耳。 相国初五日寿，将吏云集，致
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 倚

“中体西用”的代言人，在中央是
孙家鼐，在地方是张之洞，与这

此时光绪已经折服于康有
为的变法论， 翁同 如此表现，

的礼仪改革，一再为翁同 等大
臣所阻，以至“盛怒”，师徒之间

致沈曾植信中所感慨的那样：
“自常熟去国后，举行新政，明诏

二人相比，翁同 显然要保守一
些，或者说迂阔一些。 这么一来，
可知翁同 与康有为的差异在
哪里， 前者突破了守旧派的堡

尤其前后不一（翁同 声称与康
有为不往来，未必缘于近读《孔
子改制考》， 而是见康有为过于
激进，唯恐惹祸上身，有意划清

的裂痕渐渐扩大。 最关键的一
点，即对变法的态度，除了帮康
有为递书， 还有更显著一例：光
绪发布《明定国是诏》，诏书由翁

迭颂，毫无阻滞。 其融泄之情必
更有进于畴昔者矣。 ”（光绪二十
四年六月十八日）
“常熟”即翁同
， 在张元济这样的激进派看

垒， 进入渐进或缓进的阵营，后
者则是激进的先锋，二人相距不
可以道里计，虽然同处变法或改
革的大旗之下， 其实远非同志，

界限），势必引起他的怒火。 二人
关系越近，怒火便越激烈。
十天后，翁同 被责令开缺
回籍，官方理由是“近来办事多

同 起草，此前光绪已经与慈禧
商定“今宜专讲西学”，翁同 却
主张“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
之学尤不可忘”， 落实在诏书当

来，翁同 被驱逐，大快人心，值
得欢庆。 只是他不会想到，徘徊
于新旧之间的翁同 ，有时是绊
脚石，有时则如刹车片。 失去了

最终甚至反目成仇，反戈相向。
由此来说翁同 与康有为
的关系。 按康有为一派的叙事，
翁同 对康有为， 不止赏识、敬

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
人参奏。 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
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
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

中，遂成“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
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

刹车片， 列车只能狂飙突进，直
奔末路而去。

服，简直顶礼膜拜，譬如向光绪
力荐康有为“才堪大用”“其才胜

任”。 背后原因则如张荫桓对日
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所述：

上接

臣百倍”， 稍后听说康有为有意
离京南下，“凌晨来南海馆”，“排

翁同 开缺之因， 其源甚
远。 先日清之战时，该人即主开

美国经济战略变化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几乎是全方

智库研究，从工作岗位看，中国
征收关税的产品导致美国 200 万

闼 入 汗 漫 舫 ”， 终 于 把 他 留
住——
—这一幕神 似 萧 何 月 下 追

战。 此战以来给中国酿成无数灾
难。 尔后，翁所主张诸政策多未

韩信，与举荐康有为对照，一叹
一咏，一反一正，皆表达了翁同

允协，且于内部被视为骄恣专权
之事亦不在少数。 此等之事逐渐

对康有为的看重。 不过，检索翁
同 日记，却未发现“凌晨来南

积累，遂演成今日之事。 又，关于
近来之事，德国亲王谒见皇帝之

位的，在金融层面上，外资超常规
地加速流出、 港元保卫战再度打
响；反映在经济层面上，中国产品
对美出口受阻、 中兴遭遇制裁折
射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境。 对特朗

个就业岗位受到影响，对两党的
选民影响差不多；但是从受到影
响的地区看，支持特朗普共和党
选区数量占到 82%， 而支持原希
拉里民主党的选区只有 18%。 中

海馆”的踪迹，相反，从光绪十四
年（1888 年）康有为的名字第一

时，翁固拒绝皇帝与其行握手之
礼，皇帝则采用其他革新派之意

普的经济民族主义， 中国进行了
有力反制。 针对美元霸权，中国

国的战略思路也是非常明确，要
让特朗普选区的民众清醒地看

次出现在日记当中， 此后十年，
与这个名字相随的几乎都是贬

见，与之行握手礼，于是翁对皇
帝大放怨词。 又其节飨宴之时大

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贸
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已经

到贸易战的后果是“双输”，削弱
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促成美国内

超过 30%， 主动适应中国超过美

部转向，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词，如“经家一野狐”“策士”“狂
甚”等。 大体而言，无论学问，还

臣理应坐陪，翁氏亦不为之。 诸
事凡不和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

是政见，抑或性情，翁同 与康
有为都不可能成为同路人。

言表。 此等之事逐渐积累，而成
免黜之口实云云。

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个
新形势，开始发行以人民币计价
的原油期货。 中国针对美国贸易
战也进行了精准打击，根据美国

最近，中国高层访美促成双方达
成共识：中美不打贸易战，并停
止互相加征关税， 可以看出，中
国的策略正在起作用。

判为维新派。 这于慈禧是丑化，
于翁同 则是美化。 吊诡的是，
美化工程的始作俑者，恰恰是被
翁同 指为“居心叵测”、激化他

作者为法律学者

离的一面。
纵观翁同 一生， 足可断
言，其人固然一度周旋于新旧之
间，论思想底色，却是标准的守
旧派。 彼时判断新旧，有一些简
便的标尺， 譬如对外国的态度、
对洋务的态度、 对西学的态度
等。 以此来看，首先，翁同 不通
西学， 老冤家李鸿章曾嘲笑他
“目不观西籍， 但知善奔走东华
门耳”，东华门即紫禁城东门，此
处指皇宫， 翁同 平步青云，主
要凭借帝师的身份而非才略；其
次，他不怎么待见外国人，光绪
二十二年四月初三， 他见到容
闳， 写日记道：“江苏候补道容
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
矣。 然谈银行颇得要。 ”从
“居然
洋人矣”一句感慨，可知他对外
国人的反感。
再说对西方器物、技术的观
感。 光绪十四年除夕，翁同 日
记云：“火轮驰骛于昆湖，铁轨纵
横于西苑， 电灯照耀于禁林，而
津通开路之议，廷论哗然。 朱邸
之意渐回，北洋之意未改。 历观
时局，忧心忡忡。忝为大臣，能无
愧恨？ ”他的愧恨之情，主要针
对火轮、铁轨、电灯等在中国的
风行，尤其修铁路，他更是坚定

伏之理可畏哉， 相国笃信洋医，
此亦为其所误。 ”最后一句可见
他对西医的敌视。
翁同 对西方、 西学的态
度， 今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当
时只道是寻常。 不必说翁同 写
日记的那些年， 哪怕到了戊戌
年、庚子年，甚至更晚，中国主
流，依然守旧。 戊戌变法期间，广
西举人李文诏上书论时势，称官
员当中，守旧者占十之七八。 庙
堂如此，民间更甚。 两年后义和
团在北方迅速崛起，正有赖守旧
土壤的大力滋养。 据刘孟扬《天
津拳匪变乱纪事》， 其时信奉义
和团的官民， 比例也是十之八，
恰与李文诏的判断暗合。 国情如
此，出一个翁同 ，并不令人意
外，反倒在情理之中。
翁同 的守旧，在甲午战争
当中表现最为显著。 他一味主
战，除了清流的迂阔、与李鸿章
的矛盾等，最重要的原因，则在
他的头脑尚且沉迷于天朝上国

的反对派。
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李鸿

的幻梦之中， 认为日本蕞尔小
国，不堪一击，大清必可一战而
胜之。 然而，正是这一战，把他打

章七十大寿，初六，其子李经进
早夭。 翁同 日记云：“闻合肥相

醒了， 意识到“非变法难于图
存”，开始讲求变法。 如光绪二十

。 其次，哪怕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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